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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事實認定與證據 

 

 

 

語云「事實認定，構成裁判之基本」、「訴訟，全皆事實」。訴訟中關

於事實關係之釐清，遠比法律問題多。當事人間就事實關係有爭執

時，法院（法官）必須就其等事實之主張，依證據判斷之。本章係就

證據及其證明之意義，說明民事訴訟中如何進行事實認定，以及舉證

責任之分配、克服舉證責任困難之方法。 

 

壹 事實之認定－自由心證主義之定調 

一 證據之必要性 

民事裁判中，法院（法官）之法的推論之前提，為事實及法源。以事實及

法源為前提，依法的推論導出法的判斷。法的推論最重要方法為法的三段論法

（第 1 章貳三）。由於事實為法的三段論法之小前提，因此正確的事實認定極

為重要，大多數之民事事件勝敗決定於事實認定。 

一般之民事訴訟事件，就法律之解釋及適用具有重要性，其實並不太多，

反而大部分事件之爭執，都集中在「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之事實認定上。

例如，「被告有向原告借了錢」「沒有，未曾向原告借過錢」之爭執，「車禍發生

時，被告行車方向是紅燈」「不是，是綠燈」之爭執。此等事實真相之爭執，法

院應如何處理是好。 

是故，有謂「事實認定，構成裁判之基本」、「訴訟，全皆事實」，實內含

深意。 

然而，畢竟裁判是由人為之。作裁判之法官，是人，不是神。沒有辦法像

神一樣，知道過去事實之真相。 

遠古時期有以由神官、祭司祈禱抽籤決定「究竟何者正確」之「裁判」，

而後有所謂神判法、神羊裁判、鱷魚裁判之事，以為裁判勝負及其勝負之理由，

不倚賴人證，惟賴「神判」或迷信（第１章貳二）。其實，神判、神羊、鱷魚

都是不可信賴。 

現代之社會，不再作非合理的裁判，裁判合理化之要求，越來越高，為裁

判所須之必要的事實認定，要求要有客觀的資料，此資料即證據。任何人皆知

悉之事實，不需要證據。但是，如果當事人間就事實之存否，有爭執時，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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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存否，就須有確鑿的證據，並經合乎標準之程序為調查。相關證據法則之

完備，才能維持「依法律裁判」。 

由於人類的智慧及經驗，確立以證據決定勝負，始為合理的裁判。 

通常裁判所適用之法律規定，指有某事實符合某權利發生或消滅、障礙規

定，即適用該法律之規定，因此，依確鑿的證據作正確的事實認定，為正確裁

判（適用法律）之前提。就此而言，可謂民事訴訟之審理，實際上是以「事實

之認定」為中心，開展其過程。法院對當事人間之「事實」為認定時，必須基

於「證據」行之，此即「基於證據為事實認定，始得為裁判」之原則，稱原則

為「證據裁判主義」。 

圖 7-1 原告權利主張、法院事實認定與判斷之階段及順序 

訴訟標的之設定 法律上之主張

原告權利主張之各階段及其順序

要件事實之主張 證據調查

依現有證據判
斷事實之有無

過去要件事
實之存否

過去權利之
發生．消滅

依過去權利之存否
判斷現在訴訟標的
權利關係之存否

判
決

法院認定事實與相關判斷之各階段及其順序
 

二 從法定證據主義到自由心證主義 

圖 7-2 從法定證據主義走向自由心證主義  

法定證據主義

社會生活之複雜化．多樣化、對法官之信賴

自由心證主義

自由心證主義

有爭執之事實

證據調查之結果

全 辯 論 意 旨

形成心證＝事實認定

自由心證主義
 

由人所為之裁判，最可怕者，是作裁判者之恣意與專斷（擅斷）。在近代

民事訴訟法成立前之時代，為防止法官於事實認定上為恣意與專斷，制定各種

證據規則，作為法官事實認定之法的拘束，即採法定證據主義，即一定之事實

認定，必須有某種法定的證據，有一定之證據，就必須為某事實之認定；即法

律預先規定的每一個證據的分量和意義，法官只能機械式地按照法律規定的條

件，衡量各種證據的真實程度和證明力的大小作判斷，法官不能為主觀的判斷；

簡言之，是預先規定各種證據的證明力及證據判斷規則，如「兩個證人相互一



第７章 事實認定與證據 
 

民訴入門 

7 - 3 

致之證詞，始為完全之證據，一人之證據僅為二分之一之證據」，如非完全之證

據，依男女、主僕、僧侶俗人、貴族平民作證之不同，作為證明力之差別依據。 

過去生活關係比較單純，法官之資質、能力也參差不齊之時代，法官對於

證據之評價，作形式的、統一的拘束，或許有其必要。但是，現代社會複雜而

多樣化，民事訴訟個案之具體內容千差萬別，其證據亦多種多樣，要求以預先

限制的證據規則作機械式地處理，已屬不可能，若強使法官受規則拘束，反而

有礙事實真相之發現，有失公平。於是乎廢除了法定證據主義，本於對於法官

見識之信賴，將證據之評價委諸法官之自由心證，即證據的取捨跟證明的大小，

以及對事實的認定，都由法官根據自己的良心、理性，所產生內心確信，自由

地作出結論之證據判斷，可以說是時代潮流所趨。 

法國在其大革命之後，於 1791 年１月國會制憲會議確定廢除法定證據主

義，並確立自由心證主義，而後於其民事訴訟法（1806 年）、刑事訴訟法（1808

年）明文採用自由心證主義，而後逐漸擴及各國之近代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

法，兩種訴訟均採用自由心證原則，然基於「刑事訴訟要求實質上之真實，民

事訴訟則要求形式上之真實」（法律格言）之理念，二者之自由心證主義有其

質的差異（不過，謂民事訴訟要求形式上之真實，是因為民事訴訟基本上採用

辯論主義，不爭執之事實無需依證據判斷即看成真實，並且系爭事實僅以當事

人提出之證據為認定基礎，不能以此民事訴訟性質上為便於當事人利用追求其

私權利益之程序，即謂民事訴訟放棄實質上之真實，故嚴格上言，謂民事訴訟

採「形式的真實主義」，以別於刑事訴訟之「實體的真實主義（即關於成為裁

判基礎之事實認定，以發現客觀的真實為原則）」，固不能謂有誤，然不無易生

誤會之語病）。雖法國民事訴訟法採自由心證主義，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此

自由心證主義之採用，首度確立了保障高度的專門能力及獨立性之近代法官制

度，以公開法庭、法官直接面對證據為判斷之審理方式，具有時代意義，自此

以後，打破了法定證據主義之框架。德國於 1877 年起，亦以因為相信法官之教

養（Bildung）、廉潔（Intgrität）及獨立性（unabhängige Stellung）為由，

採用自由心證主義（德國舊民訴第 259 條，現行民訴第 286 條）。我國民訴法原

本係輾轉繼受自德國民訴法，自始採用自由心證主義（民訴第 222 條）。 

三 自由心證主義之內容 

自由心證主義（Prinzip der freien Bweiswürdingung，有譯自由心證原

則）之「自由（的）（freien）」，係針對「恣意」反思之用詞，其真意在於「合

理、獨立」，即「不允許法官無條件地作恣意的判斷，非依通常人之常識為思考

及判斷不可」之意。「自由」既非恣意的「自由」，法官在法庭或裁判書上，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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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無法避免有自己的價值觀，然在說明其「自己」的看法、思考方法及判斷結

果時，言其自己時，不以「我」或「本官」稱之，而是以法院之名義之「本（法）

院」為判斷者之主詞，一再以「『本院』認為……」、「此為『本院』之見解」等

之語句說明其判斷，意味著法官自己在作相關事實存否之判斷時，要本於客觀

的良心之涵養，不得有私情涉入（要壓抑自己之個人的正義感情，不可以把本

人的行為癖好或信念，當作生活常規，加於公眾；不可以因為對於當事人之同

情、好感、同一陣線感、憎惡、敵意、反感等等，而在潛意識下產生影響的作

用），並且提醒自己只不過是作為司法體系中之一端之擔當者，說出客觀的「法

的聲音」而已。「心證」之用語，表示「內心發生信念」，是以外部原因所發生

信念的意識作用，信念是外部原因，心證是內部原因。「心證」，並不「自由」。 

民訴法採自由心證主義，規定於第 222 條 1 項前段規定「法院為判決時，

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證據調查之結果，依其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此規

定分析，自由心證主義之內容，可分四方面說明。 

 法官作為心證之證據方法，沒有限制 

為何種事實認定，是否應依何種證據方法，不加以限制。例如，千萬貴重

珠寶買賣契約之成立，雖無書面，只依一個證人之證言，即認定契約成立，並

無不可。須加以說明者，依向來之通說，民事訴訟無如刑事訴訟有證據能力之

限制（刑訴第 156 條以下），即使是由他人輾轉聽來之言（傳聞），於訴訟開始

後，將之作為書面，提出於法院，亦得為證據方法；然亦有二種例外： 明文

上之例外，應迴避之鑑定人（民訴第 330 條第 1 項）， 解釋上之例外，為違法

蒐集之證據（本章壹末段）。 

圖 7-3 證據方法（證據能力）無限制之例外 

明文上

解釋上
違法蒐集之證據（例如
利用商業間諜所竊取自
對造公司內部之資料）

證據方法
（證據能
力）無限
制之例外

 應自行迴避之鑑定人
（民訴第330條第1項）

 

 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證據調查之結果，依其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斟酌」，指綜合考量各種情事、條件，而考慮其決定、取捨。言「斟酌」，

是傾向於非類型的考慮，不同比較參照全部一定之事情、條件等，均納入考慮

因素之類型的考量之「參酌」（民訴第 77 條之 25 第 2 項）。 

 「證據調查之結果」，應斟酌之 

證據調查之結果，指依證據調查所得之證言、文書記載內容等之證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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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該等證據資料作為證據之價值（證據力），究竟應該給予多少程度之評價，

任由法官自由判斷。例如，即使不依數大學教授一致之鑑定意見，而為醫生手

術與病變有因果關係之認定，亦符自由心證主義。 

自由心證主義，或許可謂是將證據法規空白規範（Blanketnormen）化，

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作為其最高限度之間接的內容；但是，對於作為證據法

規之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言，無寧說是具有常識的法官，依其自我設定之經

驗上之規則下，為論理的演繹，考量其客觀的蓋然性之程度後，所形成之確信，

此乃自由心證之本質，因此經驗及論理必須成為自由心證之內在的拘束。在此

意義下，不但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民訴第 222 條第 3 項），而且，經驗法則雖於事實認定具有重要功能，惟如事

實認定違反經驗法則，非事實問題，而係屬法律問題，可以成為上訴第三審之

上訴理由（第 9 章參二）。 

經驗法則，指經廣泛地由經驗所歸納而得之知識及法則，亦稱實驗法則。

包括由日常生活中所得知之一般周知之常識。包括任何有正確常識之人所具備

之判斷能力（常識的經驗法則，或稱一般的經驗法則），如「借高利貸者，通

常金錢上有困難」，以及由專門之科學研究所得出之法則（專門的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即邏輯法則，指依合理的原理或方法為辯證正誤之法則。 

 「全辯論意旨」，應斟酌之 

全辯論意旨，指言詞辯論過程中所呈現證據調查之結果以外之一切資料及

狀況。包括當事人、代理人陳述之內容及其態度、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時期（例

如當事人主張有矛盾，如原否認對造主張，而後又自認，復又否認），法院對當

事人本人就證人、鑑定人或其他證據方法為訊問時之態度，所得到之印象（例

如訊問證人時，當事人寒中流汗，明顯驚怕，說不出話）等等。通說認為，全

辯論意旨只是在補充證據調查之結果，或是與證據調查結果同等之證據原因，

因此如果未經證據調查，自不無以「全辯論意旨」補充之問題。 

 對聲請調查證據之當事人是否有利，得自由評價 

當事人有爭執之事實，依辯論主義第三原則，固應依當事人聲請為證據調

查，惟證據調查之結果，所認定之事實，未必對聲請調查之當事人為有利，如

為非聲請之當事人有利事實之認定，亦無不可，此即自由心證之「證據共通之

原則」（86 台上 931 判決，比較共同訴訟之「證據共通之原則」第 4 章肆二

、第 6 章貳二 ）。  

 確信之強度（心證）應達到標準為何，非能自由決定 

雖依自由心證主義，法官得自由地作證據評價，並依此為事實之認定，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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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證據力（本章貳一），究竟要到甚麼程度之強度（心證）為必要，到底

其標準為何，則非法官所能自由決定。法官為就某事實作「已經證明」之認定，

須以關於該事實達到一定程度之心證為必要，此種要求之（最低限度的）心證

程度，稱之為「證明度」。 

一般而言，單就事實有「好像有此事實」之程度，不足以認有具有證明度，

不過，也不是依自然科學為標準，非以無任何可疑（完全沒有相反之可能性程

度之絕對的確信）為必要。如同歷史上之事實之證明，只要有高度蓋然性之心

證即可，亦即：只要達到通常人不至於懷疑之程度，即可謂係得到確信之「已

經證明」。 

當法院就相關訴訟標的之主要事實存否，心證程度未達證明度時，法院即

依因真偽不明作舉證責任之分配，而為判決。  

所可惜者，在採自由心證主義下之法官，有時會以自由心證為藉口而為恣

意專斷。恣意專斷者未必操守不佳，操守佳者，如係以主觀的正義感、宗教信

仰、意識形態，乃至主觀的直覺、情緒性的裁判，都屬恣意專斷。誠如德國

Bernhard Windscheid（1817-1892）所言：「法官的判決是一個純粹的思考過程，

在此過程中不必尋找『直覺（Takt）』和『法感覺（Rechtsgfühl）』」。如果法

官思考的結果與直覺不一致，並且在審查思考過程時不想放棄使他產生結論的

法學思考，那麼他就應該按照他所思考判決，而不是按照他的直覺。」;固然美

國 Richhard Allen Posner（1939－）在談「法院一向要求客觀性和公平性的

標準」時，也提及「在大部分案例中，法官至少可以用直覺和普通常識得到很

接近的答案」，可是，此 Posner 所稱之「直覺」，乃指可以「直觀」領悟的能

力，實與 Windscheid 所否定之「直覺」的意義不同，誠如日本藤林益三

（1931-2007）所言「對裁判官（法官）而言，『直覺（勘）』是必要的。」「所

謂直覺（勘），是由經驗累積而來，並且是由經驗而發達。」「談到由於裁判官

之『直覺』，也就是出於其『全人格的判斷』。」；現代的法律人常引用美國 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所言「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不在於邏輯。」，

未必注意其緊接言：「當確定人們必須受其支配的法規時，感到的時間的必然

性、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論、社會政策上公認的或無意識的直覺知識，以及法

官與其同胞共有的偏見等，所有這一切在確定支配人們所應依據的規則，都要

比演繹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法律所體現者，乃一個國家許多世紀以來的發展

史，我們不能僅僅把它看成好像數學教科書中的一些公式和推論。要知道法律

是什麼，就必須明白它曾經是什麼，以及將要成為什麼。」。簡言之，謂民事

裁判多賴直覺之「直覺」，指由於由經驗及人格滲透及了悟的「直覺」，非無經

驗了悟的直覺。因此，如果法官將個人的主觀的偏見、感覺之「直覺」，等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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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累積知識及全人格之「直覺」，將法官之「年資」與 Holmes 所言之「經驗」

劃上等號，即有背自由心證主義。 

三 違法蒐集證據之證據能力─自由心證主義內容之修正  

自由心證主義受外部的制約之問題，除受有國家訴訟制度上種種時間（如

行政或法定之結案期間規定）、勞力、費用等制度上之限度外，尚有受到證據能

力、證據力（本章貳一）之限制。 

如同上述，關於違法蒐集之證據（例如利用商業間諜，竊取自對造公司之

內部資料），舊時在自由心證主義下，仍無礙其證據能力，換言之，無庸考量證

據能力問題，即使證據所獲得之方法違法，除非關係人另受刑、民事之制裁，

該證據仍會被接受，即所謂「證據能力肯定說」。 

但是，現代多數說及多數法治國之判例，由於承認說話者之權利可作為人

格權之內容之一，未經說話者同意之錄音，亦評價為侵害人格權，並依此展開

而朝向在一定程度的範圍內，不得違法蒐集證據之方向發展，原來屬於刑事訴

訟之問題之證據能力，在民事訴訟上也成為民事訴訟證據之問題。關於否定違

法蒐集證據之證據能力，其思考的依據如何，大抵上有： 誠信原則、 法秩

序之統一性、 制止違法的證據蒐集活動、 對於違法蒐集證據行證據調查乃

違法、 訴訟中「對話規範」（從當事人間所謂「保障公正之面對面辯論的程序」

之觀點，就每一個個案之實情為個別的考量）、舉證權之內在的限制、綜合衡量

（就證據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審理之對象蒐集行為之態樣、被侵害利益等要素

為比較衡量）等學說。結論上似第五種思考法最妥當，可將證據取得方法之違

法與利用可能性之判斷分離，關於前者，為應否科（課）以本來之制裁（刑罰．

損害賠償）等，可由實體法決之。 

附帶一提另與自由心證主義內容修正有關之議題：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 

關於傳聞證據在自由心證主義下，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各有不同。 

拉丁法格言「「有疑，惟利被告（疑罪從無，in dubio pro reo）」，中國

古書尚書．大禹謨云「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在刑事訴訟，對於被告有罪

之判斷，應本於「罪疑惟輕」原則，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與其錯殺無

辜，寧可刑罰沒有正確處置），無法證明被告有罪，必須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故

判決被告有罪，必須依據確實之證據始可，以防止誤判。基於此原則，對於過

度的偵查，亦強烈的要求予以抑止；因此，對於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受有限

制。由於刑事訴訟對於證據，依傳聞法則等規定，有證據能力之限制（刑訴第

158 條之 2、第 158 條之 3、第 158 條之 4、第 159 條）。 

反觀民事訴訟之自由心證主義對於證據，基於內容無限制之原則，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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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聞證據，仍認為有證據能力。其主要理由，在於： 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解

決對等當事人間之紛爭，關於證據之選擇，委諸當事人即可，至於是否有比之

更確實適切之證據，則係另一問題，沒有自始即否定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之必

要。 刑事訴訟檢察官因有強制偵查權限作後盾，為有足夠的舉證能力之當事

人，民事訴訟當事人並無此等強力之舉證能力；在民事訴訟於證據不足時，係

依舉證責任之原則，為避免一方之請求或主張為他方所排斥，造成訴訟結果事

實上本應有利反而由他方取得不當的利益，應勝未勝、應敗不敗之結果，本非

訴訟制度所應有；因此，民事訴訟之證據方法，只要有證據力，不管其證據力

強弱為何，有於法庭中全數呈現之必要。 

總之，在民事訴訟，傳聞證據亦有證據能力，所餘之問題是其證據力之評

價，亦即個別證據之信憑力，以及該證據對於待證事實之存否，究竟可以推認

到何種程度。然而，不可諱言者，傳聞證據之證據力，通常較低，則不待言。 

另外，對比民刑事兩訴訟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僅應依證據調

查之結果、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然而，兩者尚有差別：民事訴訟，

因採形式的真實主義，本於法官之中立性，判斷事實真偽比較兩造舉證之優

劣，證據依「證據優勢法則」（通說），尚應積極地斟酌「全辯論意旨」（民訴

第 222 條第 1 項）；刑事訴訟，則因本於實體的真實主義，要求「嚴格證明」，

並基於被告人權保障之觀點，應使其能確實行使防禦權，故不明確之「全辯論

意旨」非得作為事實認定之根據（刑訴第 155 條）。 

因此，學者間稱刑事訴訟之自由心證主義，乃「被限制之自由心證主義」。 

貳 證據 

證據法，本身有其獨特之概念。其相關名詞之意義，無死記、強記之必要，

然因為對法律家而言，都是基本常識，必須學會、掌握，能夠自由運用。 

一 證據與證明 

民事訴訟上有關證據與證明之用語，「證據」「證明」「證據方法」「證據調

查」「證據資料」「證據能力」「證據力」「嚴格證明」「自由證明」「直接證據」

「間接證據」等之意義及用法，簡單整理如下： 

 證據 

民事訴訟上之「證據」，有時指「證據方法」，有時指「證據資料」，有時

指「證據原因」，要看使用之情形為何而定。 

 證據方法 

證據方法，並非指舉證之方法，而是指成為法院為證據調查對象之人或

物。如證據調查之對象為「人」時，申言之，以「人」之知識或經驗為材料之

證據方法，稱為「人證」，計有： 證人、 當事人本人、鑑定人三種。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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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調查之對象為「物」時，稱為「物證」，計有： 文書、 勘驗物二種。 

圖 7-4 證據種類之人證．物證  

證據

人證

物證

證　人

鑑定人

當事人

證人之訊問 證言

    （證據方法） （證據調查） （證據資料）

鑑定人之訊問 鑑定意見

當事人之訊問 當事人之陳述

文　書

勘驗物

（書證）

書證

勘驗

文書之內容

勘驗之結果
 

 證據資料 

法院就證據方法為調查，所悟得之可作為裁判（基礎）之資料。即「證據

調查之結果」。 

 證據原因（證明原因） 

於訴訟中，成為有助於法官對事實之存否形成心證之資料、狀況。證據原

因來自依證據方法、證據資料之「證據調查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 

圖 7-5 證據方法、證據資料、證據原因之關係  

證據方法

人．物

證據調查

證據原因

成為心證基礎
之資料

證據資料

悟得之資料

心證形成

 

 證據調查 

指由「證據方法」開始至「證據資料」為止之程序；換言之，法院以發現

真實為目的而就人證或物證探求其證明力之行為。如證據之提示、文書之宣讀、

證人之訊問．對質．發問、證據聲明之駁回、意見之詢問等，皆是證據調查之

程序。（證據聲明之撤回第 6 章貳三 ） 

 證明與釋明 

證明一詞，使用於以下二處： 關於法院就有關事實之存在得到確信之狀

態（心證）；此處之「證明」，乃意味著通常之法官得到之客觀的確信，有謂為

「狹義之證明」。 當事人為使法院得到事實存在之確信，所進行之活動（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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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本章參）；此處之「證明」，乃當事人應「釋明之」之「釋明」之法律用語，

即當事人就主張之事實「應證明之」之「證明」。無論用於何處，證明之對象，

為當事人間有爭執之事實。後者之「證明」，須達使法院（最低限度的）心證

程度，即「證明度」。 

釋明，則祇須使法院信為大概如此，即為已足。 

司法院說明為「證明與釋明，均係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得生心證之行

為。證明必須使法院信為確係如此。釋明祇須使法院信為大概如此，無須遵守

嚴格之形式上證據程序，釋明不可解為敘明或說明之意。法律規定某事實應釋

明者，當事人提出之證據能使法院信為大概如此，即為已足，其所用之證據，

以可即時調查者為原則，如偕同證人、鑑定人到場，添具證物於提出之書狀或

攜帶到場等是。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如證人確實不能到場，而依

事件之性質認為適當且不致延滯訴訟時，法院得延展期日而為調查或允許證人

提出書面陳述（含經公證及未經公證者）以代到庭作證等，不在此限。（民訴

284）」（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89）。 

釋明祇須可即時調查者為原則，學理上謂之「釋明之即時性」。 

狹義之證明即「法院客觀的確信」，與釋明之使「法院信為大概如此」，有

合稱為「廣義之證明」。 

不過，上述關於證明與釋明之說明，並不表示，「證明」與「釋明」之差

別，在於「證明度」，實則二者之差別，乃在於得利用之證據方法上之限制，

法律規定某事實應釋明者，其證據方法即以「釋明」即可，非應「證明」之。 

表 7-1 證明與釋明 

證明

釋明

舉證方法 適用例示

不限定（通說） 判決

即時性
訴訟救助

假扣押、假處分

舉證之程度

       證據優勢
 （使法院信為確係如此）

      證據大致可信
 （使法院信為大概如此）

 

申言之，當事人之「證明」、「釋明」之差別，不在於「證明度」，而是在

於「審理結果之確實性（有稱「解明度」）。證明，因審理結果之確實性，其證

據調查之結果，有被新證據調查結果推翻之虞的機率低；易言之，可說是已盡

其調查之能事。釋明，則因審理結果之確實性低，只要求使法院信為大概如此，

即為已足；亦即，有可被證據調查之結果推翻之虞。 

 證據能力 

證據能力，又稱證據之容許性、證據資格，指可以用於證據調查對象之證

據方法或證據資料；亦即可被容許或被採用之證據。凡屬可容許之證據，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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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能力，或適格之證據。 

 證據力 

證據力，亦稱證據價值、證據之證明力、證據之信用性、證明力、實質的

證據力、實質的證明力、證據之信憑力，指證據資料得為證明之價值，詳言之，

即審理事實之人對於外部原因之證據，所發生內部意識作用之力量；亦即依證

據事實對於待證事實所置信其真偽存否之力量或程度；淺言之，指證據所能影

響法官心證之力量或程度。 

證據力，之所以又稱實質的證據力，乃因學理上就證據力之概念，又分形

式的證據力與實質的證據力。如此區分，係因文書之證據力，須分二階段判斷：

私文書須先證明其成立之真正或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即形式的證據力）為

必要（民訴第357條）， 於肯定形式的證據力後，更須（始能）就實質的證據

力有無為判斷，即其內容是否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亦即就該文書所記載作成人

之意思或認識之認定並其效果之判斷，即實質的證據力如何，應由法院依自由

心證判斷之（26上585判例、41台上971判例、48台上837判例）。 

表 7-2 以文書作為事實認定之要件  

要件 意義 認定資料 

有形式的證據力 

（文書判斷之第 1 階段） 

確定文書由誰作成  作成名義人承認為其作成  

依證據認定作成名義人 

對文書真正不爭執 

有實質的證據力 

（文書判斷之第 2 階段） 

就該文書記載之內容正確與

否之認定 

無限制（依自由心證判斷之） 

民訴法第358條，關於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

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之規定，須其簽名蓋章係本人或代理人為

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人證明者，始有適用（28上10判例、86台上

2129判決）。此私文書真正推定之法的性質，非「法律上之推定」（本章伍），

乃法定證據法則（通說），故對造為推翻此文書真正之推定，不以證明該當文

書不成立為必要，只需有使法院對文書真正產生懷疑程度之反證，即為已足。

因此，私文書之形式的證據力之存在，固依法定認定資料判斷，僅於當事人就

其本人之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為不知或不記憶之陳述者，應否推定為真正，由

法院審酌情形判斷之（民訴第358條第2項）；並且，「私文書經他造否認者，固

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如係遠年舊物，另行舉證實有困難，法院非不得依經

驗法則，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判斷其真偽」（如85台上1837判決）。 

法諺云「公文書本身有證明力（Acta publica probant se ipsa）」，「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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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依其程式及意旨得認作公文書者，推定為真正」（民訴第355條第1項），但

此推定之法的性質，乃法定證據法則，故所謂真正，係指該文書有形式的證據

力而言，至公文書是否具備實質的證據力，仍應由法院斟酌調查證據之結果，

及全辯論意旨，依自由心證，本諸經驗法則判斷之（73台上3924判決、97台上

426判決）。 

須特加說明者，公文書之記載具有事實上推定之作用，例如戶籍登記簿上

所記載某人於某日死亡，除有反證外，應推定該人於所記載死亡日死亡；又如

不動產登記簿上記載所有權名義人，除有反證外，推定該人有所有權。然此事

實上推定之作用，非謂公文書上之記載有實質的證據力，如當事人就公文書上

記載事實之存否有爭執時，即不再具有事實上之推定的作用，自屬當然。 

由於文書以外之證據方法，並無關於形式的證據力之規定，亦無與實質的

證據力區別之實益，通常未明白顯示關於形式的證據力之判斷。證據力之評價，

無一定之法則，由受訴法院之法官，因應具體個案選擇之經驗法則，前述依自

由心證主義之法則為之；前述傳聞證據之證據力，亦無一定之法則，惟可以從

一般的法則抽取運用。 

 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 

 嚴格證明 

嚴格證明，亦稱嚴格之證明，指法所容許之證據方法（如證人、鑑定人、

當事人、文書、勘驗物），依法定之調查證據程序（民訴第 278 條以下，如證人、

鑑定人、當事人之訊問，文書及勘驗物之勘驗）調查結果所得之證明。法定之

證據調查程序，由於係依法定程序如具結義務（民訴第 312 條以下）、當事人之

發問（民訴第 320 條）等程序上之保障，使證據調查之結果，有證據力，對紛

爭核心部分（即訴訟標的之權利關係）之基礎事實之認定，以依法定之調查程

序之嚴格證明為要。又依通說，專門的經驗法則，以嚴格證明為必要。 

 自由證明 

自由證明，亦稱自由之證明，指證據方法、程序不受法定調查證據程序之

拘束，依其適宜之證據調查程序進行之證明。如果所有之事實認定，均要求嚴

格之證明，則有害訴訟程序之迅速性；因此，成為訴訟標的之權利關係之基礎

事實以外之事實（如訴訟要件之調查），依自由證明亦無不可。又依通說，法規

之證明，自由證明即足矣；通常人知悉之經驗法則，固無證明之必要，然非通

常人知悉之一般的經驗法則，自由證明即足。 

 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直接證據 

直接證據，指用以證明待證事實（或稱應證事實，通說指主要事實）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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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換言之，以使待證事實之存在，直接產生心證為目的之證據。例如返還消

費借貸訴訟之證明消費借貸成立之借據、證明借貸已清償事實之收據，均是；

又如曾親見當事人訂立買賣契約之證人，亦是。 

是否為直接證據，與其證據之證據力無關。亦有固為直接證據，然其證據

力極弱者，例如當事人訊問之陳述（民訴第第 367 條之 1、第 367 條之 2、第

367 條之 3以下二 ），通常不能僅以當事人訊問之陳述，作為主要事實之認

定，還須其他可推認主要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之累積，由該等間事實與當事人

陳述作綜合考慮，始能認定主要事實之存在。 

 間接證據 

間接證據，用以證明間接事實或輔助事實之證據方法。換言之，以使間接

事實或輔助事實之存在，產生心證為目的之證據；亦即，先證明有助於推認主

要事實之間接事實，或者用以釐清證據之證明力等以證明輔助事實，再由此等

事實推論待證事實之證據。例如，以證明間接事實為目的之證人、有關證人與

舉證人間特別之利害關係的證據，均是；又如某證人證明借據為借用人親筆書

寫事實之證言，即為間接證據；又如某證人證稱曾見當事人在買賣市場商議，

而後各持一紙欣然道別，因而推論當事人間有締結買賣契約，即是以該證人為

間接證據。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足以證明他

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斷不能以單純論理為臆

測之根據，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96 台上 1131 判決）。 

 本證與反證 

 本證 

本證，指負有客觀的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以形成法官確信為目的，所提出

之證據或所為之舉證活動。 

 反證 

反證，指不負客觀的舉證責任之當事人，所提出其否認事實之證據或所為

之舉證活動。 

反證，有： 直接反證，乃對於他造欲證明之事實，直接提出反擊之證據，

至於他造所欲證明之事實，究為主要事實，抑為間接事實，在所不問，例如他

造提出借據為本證，關於該借據為偽造之證據，即為直接反證。 間接反證，

係對於他造以間接事實舉證證明可以推認主要事實之為本證活動，以其他與本

證可以兩立之間接事實，作為動搖（妨礙）本證活動之推認之舉證活動（本

章參五）。 

本證與反證之區別，主要在於舉證責任之所在；除舉證所在不同外，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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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必要之證明的程度上，亦有差異。 

簡言之，負本證之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以使法官之心證，達到待證事實存

在之程度，為必要；反之，負反證之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只要使法院（官）就

待證事實之確信動搖（妨礙），成為真偽不明之狀態，即為已足，關於待證事實

不存在之基礎事實（反對事實），不以使法院產生確信為必要。因此，本證、反

證之用語，呈現出兩者在證明程度上，有所差異。 

  證據聲明與證據抗辯 

證據聲明，依辯論主義原則，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才能開始證據調查，

依職權則為例外（民訴第 285 條、第 288 條），當事人聲請為證據調查，即謂之

證據聲明。證據聲明，應以書狀或以言詞（於法院書記官前，並記明筆錄）為

之。 

證據抗辯，係指當事人之一造，就他造之證據聲明，為證據不合法而不應

為證據調查、關於證據調查之結果無證據力而不應採取等，所為否定他造所提

證據之陳述。 

二  人證 

 證人之訊問 

當事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外之第三人，於他人之訴訟，陳述自己觀察

具體事實之結果，謂之「證人」。傳統上最重要之證據，即為證人。證人所為

言詞之陳述，謂之「證言」。以證言為證據資料之證據調查，即為「證人之訊

問」。 

證人不得由他人替代（不替代性），與鑑定人具有可替代性不同。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任何人，於他人之訴訟，有證人之義務（民訴第

302 條）。基於證人服從國家之審判權，證人原則上有到場義務（民訴第 303 條，

例外民訴第 304 條、第 305 條、第 309 條）、陳述義務（證言義務）（例外民訴

第 306 條至第 310 條）、具結義務（民訴第 312 條，例外第 314 條）。證人應為

確切擔保其係據實陳述之表示，此項表示，稱為「具結」，我國以具結為構成偽

證罪之要件（刑法第 168 條）。即使有證人義務，惟得因特別事由如為免親屬受

刑事訴追或蒙恥辱等，拒絕證言，此項權能，稱之為證言拒絕權（民訴第 307

條、第 308 條）。 

關於證人之訊問，有以當事人之詢問為主，有以法官之訊問為主，英美法

之方式，則以交互詰問之方式（交互詰問制，或稱交互詢問制）為之。依我國

法規定，以法官之訊問為主，當事人之發問為輔（民訴第 318 條至第 320 條）。 

為配合現代科技之發展，關於證人之訊問，亦得以遠距離視訊等之科技設

備行之，並關於證人於法院外以書狀陳述（即所謂「陳述書」）者，得以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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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其效力與文書同（詳民訴第 305 條）。 

 當事人之訊問 

當事人之訊問，以訊問當事人為方法，以其陳述作為證據資料之證據調查。 

傳統之法諺云：「任何人不得在自己之訴訟充當證人（No one can be a 

witness in his own）」（羅馬．英美）、「無謊不成訟」（中國），我國舊民訴法

本無當事人訊問制度，蓋因與自己之利害關係密切，有失客觀性之疑義。然而，

學理及立法例，有因當事人本人為最知悉紛爭事實之人，故最有可能提供案情

資料，協助法院發現真實及促進訴訟，放棄以當事人為證據方法，等於放棄最

知悉事實真相之證據，學理上有主張應肯認當事人之訊問為證據方法之適法

性，亦有外國立法例（如瑞典、德國、日本）有明文肯認之。 

訊問當事人肯定論者，學理上有主張當事人之訊問應以「法院就系爭事實

為其他證據調查仍無法獲得心證時」，作為訊問當事人之限制，即「訊問當事

人之補充性」（舊義）；亦有主張此「訊問當事人之補充性」，應予廢除，藉以

增加法院依職權訊問當事人之可能性、強化訴訟指揮、充實事實審理之程序。 

我國先於 1999 年民訴法修正時，參考明文承認當事人訊問制度之外國立

法例，於增訂「小額訴訟程序」章增訂第 436 條之 13，引進當事人訊問制度，

隨於 2000 年修正新民訴法時，刪除該條並移至增訂第 367 條之 1，並增訂第 367

條之 2、第 367 條之 3，當事人訊問制度成為通則規定。依民訴法第 36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訊問當事人」，係採訓示規定，不以

法院依其他證據調查仍無法獲得心證為限，可謂是當事人訊問適法性及廢除（舊

義之）訊問當事人補充性之論者的一大勝利。惟因當事人利害關係密切，恐有

欠缺客觀性之疑慮，為緩和當事人訊問制度之濫用，解釋上法院行當事人訊問，

仍應有其限制，即「法院行訊問證人及當事人時，採取先從訊問證人開始之原

則」，此原則亦謂之「當事人訊問之補充性」（新義），日本新民訴法第 207 條

第 1 項雖維持舊法關於訊問當事人順序之補充性，然增訂第 207 條第 2 項明定

「行訊問證人及當事人本人時，先行證人之訊問。但認為適當時，得經當事人

同意，先行當事人本人之訊問。」，通說認為此即緩和（嚴格的）當事人訊問之

補充性之規定。 

關於當事人訊問之程序，大抵言，準用證人訊問程序，並於當事人之法定

代理人準用之（民訴第 367 條之 3）。 

 鑑定 

鑑定，乃基於特別學識經驗之第三人，以其學識經驗向法院提供判斷或意

見之證據調查。由於須要高度專門知識始可判斷之爭點，逐漸增多，非相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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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專家之法官，為該爭點之判斷，委諸鑑定，在訴訟上具有重要的功能。其陳

述意見或判斷之人，謂之鑑定人。 

鑑定人有鑑定義務，並應於鑑定前為「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無

具結能力之人，應不得選任為鑑定人，關於證人不得令其具結與得不令具結之

規定，無準用之餘地（民訴第 314 條）。但是，鑑定人與證人不同，證人是陳述

自己見聞之人，故有不可替代性，得拘提之（民訴第 303 條）；有特別學識經驗

之人均可為鑑定人，故鑑定人為可替代性之證據方法。鑑定人既可替代，故可

撤換（民訴第 326 條第 3 項）、不得拘提（民訴第 329 條），當事人亦可聲明拒

卻（民訴第 331 條）。惟對有基於特別之學識經驗而知悉事實真相者之訊問，例

如現場擔任急救任務之醫師，為調查被害人當時之狀況及其診斷、處置等之事

實，則不可由其他之醫師替代，此時非屬鑑定而是證人之訊問（民訴第 339 條，

此時稱之為「鑑定證人」）。 

關於鑑定人之地位，立法例有二種： 法官輔助者型（大陸法系）、 與

專家證人型（英美法系）。我國民訴法原繼受自德國法，同採法官輔助者型，鑑

定所以輔助法官，非單純之證據方法，故法院就鑑定人之人選，有裁量權，以

要求其中立性（民訴第 326 條、第 331 條、第 332 條）。 

配合現代科技之發展，關於鑑定人之訊問，亦得以遠距離視訊等之科技設

備行之，並得於法院外以書狀陳述者，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

其效力與文書同（民訴第 324 條、第 305 條）。 

又，實務上有非由法院指定，而是當事人（一造或兩造）於訴訟外委由具

備學識經驗之第三人，作成記載專門的知識及判斷之書面，向法院提出之舉證

方法，俗稱「私鑑定」或「私的鑑定」。私鑑定如經當事人合意，自可與裁判

上之鑑定人之鑑定書處理。不過，私鑑定之內容，通常對於提出之當事人有利，

對造同意以私鑑定替代正式的鑑定，極為少見。「私鑑定報告書」得否得以「書

證（文書）」處理？學說有爭議，由於民訴法無證據方法之限制，通常是於符合

書證之要件下，以書證之證據方法處理，並非「鑑定」，如法院認有必要就其作

成過程或內容為確認時，則對作成者依證人之訊問程序為之（有不同說）。 

三 物證 

 書證 

以文書之內容或其意義為材料之證據方法，謂之「書證」。書證是以由法

院閱讀文書上所載作成者之意思或認識（此「認識」二字，於我國文獻則大多

使用「思想」二字），並以該內容作為證據資料為證據調查。實務上用於書證之

文書，常以「書證」稱之。 

 文書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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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狹義的），指以文字或記號，表現作成者之意思或認識（見聞、記

憶、感想、判斷、報告等）之物體。所謂「文字或記號」，只需能表現意思或認

識，使其可依其內容所載意旨為證據方法，不問文字類別，均得謂為文書，其

構成物質、制作方法，均非所問。若為他人所不能理解，或全無記載者，縱亦

表現作成者之意思或認識，則不能謂為文書，例如全無文字之界標。然若文書

以外之物體，其效用亦可表現作成者之意思或認識，於訴訟程序中可用為證據

方法者，準用文書之規定（民訴第 363 條第 1 項），學理上稱之為「準文書」

或「廣義的文書」。 

電磁紀錄，即關於磁帶（magnetic tape，磁氣テープ）、光碟等電腦用記

憶體之紀錄，其證據調查程序究竟應如何處理？則有： 書證說（因非以通常

之文字表現，只不過是以電腦特有記號表現，故有關其所記錄之人之思想的內

容，除以文書定位外，別無其他）、 準文書說（因其本身非可視的狀態，自

不可謂係通常之文書，但其所載內容可透過輸出列印成為可視化，應解為準文

書）、 勘驗說（由於磁帶不能直接見、讀，應否定其文書性，惟可經勘驗，

將勘驗結果記載於筆錄，成為法院之證據資料）、 新書證說（生成文書說，

由於依一定之操作，即可見、可讀，並非本身不能見、讀，透過操作者將列印

出來之文書簽名後成為文書之作成名義人，可以當作文書之原本處理）、 個

別機能說（獨立文書說、新勘驗說，否定文書性，惟肯定其輸出後之列印文字

為原本與新書證說同，但不認為是新生成之文書，將列印出來之文書理解為獨

立之文書，是一種可被推認之「報告書證」，其證據價值相對的低，須以實行列

印操作者即作成名義人正當地操作及適用經驗法則為前提，始有證據價值）等

諸多學說，概念上固有不同，惟均承認可以記憶內容為證據資料，透過記憶體

輸出列印成為文書，對該文書證據調查，就未否定可成為證據調查之對象之結

論言，則屬一致，各說僅在於解釋及運用上之概念之爭。日本原因無明文而有

以上爭議，為杜爭議，明文規定書證之規定，於以表現圖面、相片、錄音帶、

錄影帶及其他資訊作成之非文書物品，準用之（日民訴第 231 條）。 

無論文書或準文書，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文件有事實上之

困難者，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民訴第 363 條

第 2 項）。 

 聲明證據之方法 

當事人聲明文書證據之方法，有三： 自己持有之文書，應向法院「提出

文書為之」（民訴第 341 條）； 係他造所持文書者「應聲請法院命他造提出」

（民訴第 342 條）； 他人所執之文書者，應「聲請法院命第三人提出或定由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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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提出之期間」（民訴第 346 條）。後二者即文書提出命令（本章貳四）。 

 勘驗 

「勘驗」，係法院（法官）於訴訟程序，對某特定之物、場所或人，就其

存在、狀態等，本於其五官作用之各種知覺（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

覺等），而為認識查驗以取得證據資料之證據調查。其查驗之物體，稱之為「勘

驗物」，或稱「勘驗之標的物」。 

證據調查之對象為文書，如非以其記載內容或其意義為證據方法，而是以

其紙質、筆跡為調查，則為勘驗，並非書證。 

基於國家審判權，勘驗物之持有人，有勘驗物之提示義務及勘驗忍受義

務，關於勘驗物之提示等，準用文書提出命令之規定（民訴第 367 條）。 

證據概念，從辯論主義第三原則（第 6 章三 ）開始，迄依自由心證主

義、證據裁判主義（本章壹一）而為事實認定，其過程及相關事項圖示如下。 

圖 7-6 證據概念之整理 

當事人

辯論主義第3原則

證據聲明

提出

法官

證據方法

 

證據調查 證據資料 形成心證 事實認定

人證

物證

證           人

當    事    人

鑑     定   人

文            書

勘    驗    物

證言內容

陳述內容

鑑定意見

記載內容

勘驗結果

自由心證主義

舉證責任之問題

無心證（真偽不明）

符合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有
利法規，因事實真偽不明而
不適用。

Yes

No （證據裁判主義）

 

四 文書提出命令 

諺云：「口是風，筆是蹤」（說話如風般消逝，寫成如足跡般可追。意即：

單憑口說，不成為證據，書寫成跡，日後可成為證據）。文書向被認為是民事訴

訟最準確的證據。文書提出命令制度，是促使文書能供法院親閱之最有效的手

段；在書證之重要論爭中，以文書提出命令最受矚目。 

民事訴訟於證據有不均衡現象時，為了幫助未掌握有利於己之書證、物證

之當事人，向對造或第三人收集此類證物，規定了當事人得向法院聲請法院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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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或命令提交有關文書或書證，以及強制提出文書命令兩種制度。前者，稱文

書之囑託送付制度；後者，稱文書提出命令制度。 

文書提出命令制度，可說是一種幫助當事人取得書證之制度，旨在防止「把

證據作為對抗的武器之操作，以致使法院在訴訟上獲得信息不足，難以依證據

裁判」之危險，對當事人而言，具有使兩造在訴訟對抗中達到「實質上的武器

對等原則」之功能。 

當事人不服從文書提出命令之效果，舊民訴法第345條原規定為「法院得

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為正當」，新民訴法第345條第1項則修正為「法院得審

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圖 7-7 文書提出命令之審查流程  

文書提出命令
文書提出命令之聲請

（第342條）

是否符合第344條？

文書提出義務存否之審查
（第344條）

是否為私
持有文書

除外事由之審查
（第344條第2項）

 文書提出命令或一部文
 書提出命令（第 342條
 第1項、第346條第1項）

駁回聲請
（第220條）

於判決理由中諭知
駁回理由
（第226條第3項）

不得抗告
（第483條）

不得抗告
（第483條）

得抗告
（第349條第3項）

不該當

得裁定3萬元以下罰鍰
（第349條第1項）

　 
法院得審酌認他造文
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
之應證事實為真實。
（第345條第1項）

無正當理由不從時

第三人不提出當事人不提出

該當

不該當

Yes

No

或

註：１. 圖中不得抗告部分，日本民訴法第223條第4項規定得即時抗告。
　　２. 一部文書提出命令日本民訴法第223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我國雖無明文，
        解釋上應為同一解釋，從立法理由中，亦可看出。
　　３. 理論上是否為文書提出命令範圍，當事人有爭執時，2003年民訴法修正前
　　　  ，得為中間判決，修正後得為中間裁定（新、舊民訴第 383條參照），惟
        因無論准、駁，均屬不得抗告，要求法院為中間裁定，似難。

提出

待另檢討

 

參 克服舉證困難之重要方法 

舉證，指訴訟當事人就系爭事實，為以證據使法官達到確信狀態，所實施

之訴訟行為。從著眼於舉證之活動言，舉證有時候亦稱之為證明（本章貳一 ）。

我國民訴法稱「舉證」，如民訴法第 278 條第 1 項、第 279 條第 1 項；日本民訴

法則稱「證明」，如日本民訴法第 179 條（相當於我國民訴第 278 條第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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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條第 1 項）；然日本學理及實務，通常稱「立證」，我國實務亦常以「立證」

稱之（如 92 台簡上 24 判例、68 台上 3779 判例）。 

對當事人而言，舉證之事，未必容易。 

例如，契約成立當時，相關之證據固齊備，然於紛爭發生時，因人、時、

地之變移，使證據散失之情況多矣；也有可能意想外之事故，使預先準備之證

據，變成無法到手；甚而近代如公害訴訟、醫療事故訴訟等所謂「現代型訴訟」，

證據往往在當事人之一方，他方當事人無法觸及。因此必須在訴訟上之真實發

現及當事人公平間，有打破舉證困難之方法。學理上為此努力所提出之方法不

少，其重要者如下：（以下八種方法，前四種均為適法的克服舉證困難之方法，

迨無爭議，後四種則於學理上是否應定位在克服舉證困難之方法，尚有爭論，

甚或第八種之「事案解明義務」理論應否承認，仍有爭論）。 

一 暫定真實 

暫定真實，是指有符合某權利發生規定之構成要件之複數事實相互間，有

推定真實之意旨，而無需證明前提事實，即無條件地推定一定之事實存在之立

法技術。換言之，就某事實承認暫定的存在，除非能證明反對事實，於訴訟上

即以該事實存在處理之立法技術。亦稱暫定的真實、暫定事實、疑似的推定。 

暫定真實，係以本來的法條所規定之要件事實之一部分，實質上從要件中

避開為目的，以要件之一部真實，即無條件地推定其他之要件事實存在之立法

技術。換言之，暫定真實並不是有代替所被推定事實之證明主題，而是以本來

的法條規定之要件事實之一部，作為他部分存在之推定，法文第二次的規定所

推定之暫定真實，雖本為本來的法條之法文表現上，固為積極的要件事實（法

律效果之發生要件），實際上是將暫定真實不存在，作為法律效果發生之障礙要

件，將舉證責任之負擔，轉換至由主張該規定之要件事實不存在之他造。因此，

暫定真實之推定，外觀上固類似法律上之事實推定（本章伍二），實則有異，

蓋法律上之推定，有其應主張、舉證之前提事實，而暫定事實雖法條亦使用「推

定」之用語，然其「作為推認推定事實之事實」（有亦稱之為「前提事實」）與

「推定事實」，同構成同一法律效果之要件事實，即係無條件的推定，學者間因

此特徵，謂暫定真實無「（法律上推定之）前提事實」（通說）。 

例如，未登記不動產特別取得時效訴訟，依民法第 944 條第 1 項「占有人，

推定其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公然及無過失占有者」，符合此規定之事

實，可以作為法律規定時效取得之「和平、公然占有」（民法第 768 條、第 769

條）要件事實暫定真實之推定，故可以占有之事實，暫時推定「占有人為以所

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公然及無過失占有者」之事實為真實。 

不過，此暫定真實雖有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惟無擴大證明主題（證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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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事實）之效果，如民法第 944 條第 1 項之暫定真實，亦僅暫時推定占有態樣，

並不能擴大至「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而取得「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之請求權（民法第 770 條）。 

圖 7-8 未登記不動產特別取得時效之暫定真實  

　要件

 本來（基本）的法條規定：民法第770條

⑴所有之意思

⑵占有

⑶10年間繼續

⑷和平、公然

⑸他人之未登記不動產

⑹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

 法律效果

占有

 第二次的法條之暫定真實規定：民法
 第944條第1項

⑴所有之意思

⑵善意

⑶和平、公然及無過失

　推定事實
（暫定真實）

　推定

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具備

≠

 

二 過失之表面證明 

表面證明（德 prima facie Beweis，英美 prima facie evidence），學者

間之其他譯語，尚有「表見證明」「表面證據」「初步證明」「表面初步證明」「一

應證明」（按：由於日本學者有稱之為「一應の證明」或「一應證明」、「一應

の推定」或「一應推定」，中文文獻上亦有沿用「一應證明」者，日文「一應」，

有「雖不徹底，姑且、先為、大抵」之意」）、「表面有利之證據」等，係無庸

就具體的事項經過為證明，以具有高度蓋然性之經驗法則為基礎，依據客觀的

狀況之現狀，推認有「一定之結果」之存在，即為表面證明。 

表面證明，固然也是若有甲事實（前提事實），則推定有乙事實（推定事

實），即該當於該法律要件之事實（法律規定之要件事實），可以說是「事實上

之推定」（本章伍一）之一種，不過，表面證明不須要證明具體的事象經過，

例如，某晚，一甲船停於碼頭，次日發現船尾被撞一大洞，雖無人見及，惟同

一碼頭港內另有一乙船之船首有損壞，甲船向乙船求償時，若以「原告並未就

乙船之一方有任何之違反注意義務之具體事實，為主張、舉證證明」為理由，

駁回原告之賠償請求，難以被接受。依表面證明，可以作加害船舶有「某些（未

知之）過失」之要件事實存在的抽象的認定（概括的認定），以解除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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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之困難。又例如，注射部位莫名的化膿，可從事件之客觀的狀況，作加害

人有「某些（未知之）過失」之認定。 

表面證據，可依基礎之經驗法則排除之。例如上例被推認為加害船舶可以

舉證證明另有「特別情事」（例如，上述船損事件是突然受第三隻船無理擠進所

致；又如上述注射化膿事件乃被害人特異體質所致），推翻其有過失之推認。 

表面證明究竟應否容許（容許之理論，主要有： 事實上推定說、 舉證

責任分擔說、 證明度減輕說。就適用表面證據理論結果言，實質上或無差

異），以及容許限度為何（應否限於所謂「定型的事象經過」，以及「定型的事

象」其範圍如何，是否限於侵權行為之過失等），學說上仍有爭議。在日本，以

「一應之推定」承認表面證明之實例，倒是不少；不過，也有認為以「一應之

推定」而認定事實，乃與「因應訴訟之具體的進行狀況，基於經驗法則之心證

的形成」無關，並非適用「一應之證明」，只是言及主張、舉證之「必要性」，

不能解為基於經驗法則之（事實上之）推定。 

三 因果關係之疫學的證明 

疫學（即流行病學）的因果關係論，不從一般之因果關係的思考方法，即

從一般（臨床）病理學的想法，以精密的分析法探究事實（病因）與損害（疾

病）間之因果關係，而是以流行病學（疫學）的研究方法（疫學的觀點），去探

究因果關係。疫學，是把握集團群中之疾病、異常、健康全貌、多種發病原因、

經過之學問。除了考量臨床醫學原因對象即個別患者之病理之外，還須注意患

者們所形成之集團現象的問題，就一種流行病，除了要看個別患者之臨床症狀

及其病理之外，還要注意地區的侷限性、流行病發生時間消長情形、季節變化、

性別、年齡分布、各別家族得病密度等等患者群之特徵，在把握上開特徵，樹

立流行病發生關鍵、合理的預防政策等等之學問，即疫學。 疫學以符合以下四

條件為必要： 疾病原因的因子（疾病因子）是在發病前一定期間，產生作用；

疾病因子之作用，達到顯著的使該疾病的罹患率提高之程度；亦即，該因子

的作用量，與病患率成正比（量與效果之關係。例如，慢性支氣管炎流行前，

空氣已開始受污染）。 從疾病因子分布消長之立場觀察，在記載疫學上所觀察

到的流行之特性，可以作沒有矛盾的說明（例如，疾病因子除去時，疾病的罹

患率下降；在沒有疾病因子之團體中，該疾病的罹患率極低等等）。 以疾病因

子為原因所生的機械作用（mechanism，或譯原理、機制、機轉、機理），從生

物學解釋，沒有矛盾（疫學四原則）。 

將疫學的觀點，運用在民事訴訟上因果關係之認定方法，即依調查之結

果，統計學上仍不能作百分百的肯定，只要與平均值比較，有相當高之比率，

再與其他事證相結合，無妨為積極的認定，即可認為具備相當因果關係。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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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綜合證據上內外作出智慧判斷，原因與結果之間，具有高度蓋然性時，

即可以肯定有因果關係。另外，學理上尚主張所謂「統計學的證明」，作為減輕

舉證責任負擔之理論；例如，為證明加害人之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或損害

額，靈活運用統計學之成果，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負擔；此種理論與疫學的因

果關係理論近似，同須靈活運用其他學問配合；但是由於成為推算基礎之統計

資料，往往不夠充分，難以運用。 

四 「相當之損害額」之認定 

損害賠償訴訟，由於損害額是依損害性質算定，惟算定基礎之具體的事實

之證明，常極困難，然被害人只須證明有損害，雖不能證明數額，法院仍不能

以「原告不能證明損害額」為理由，駁回原告之請求，否則有失衡平。 

新民訴法增設第 222 條第 2 項：「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

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乃

參考德國民訴法第 287 條、21 上 972 判例而設，可以說是依原有先見之判例、

比較外國良法之明文化。此項規定之法的性質，固然有： 心證補充說、 積

極適用說、 舉證責任之減輕說（證明度減輕說）、 裁量的認定說等多說之

爭；大抵上言為 裁量的認定說、 舉證責任之減輕說兩說對立，並舉證責任

之減輕說為通說。故不能謂此明文規定破壞自由心證主義之框架。 

如果損害額之舉證成本顯然高於損害額時（例如，鑑定費用高於損害額），

仍有民訴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適用（究為是直接適用，還是類推適用，因「困

難」文義解讀不同而異）。  

五 間接反證  

間接反證，是規範說（通稱法律要件分類說，本章肆）之舉證責任分配

原則為前提，為救濟舉證上之困難，由德國 Leo Rosenberg（1879～1963）首

創之概念。 

對於負客觀的舉證責任之他造，已以有間接事實（間接本證事實）之證明，

大抵上足以使法官於其心證可以推認主要事實存在之本證活動時，由不負客觀

的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以證明有與此推認為前提之間接事實，有可以兩立（併

存）之以其他間接事實（間接反證事實），作為妨礙（動搖）主要事實存在之

推認之舉證（本證）活動，稱間接反證。蓋對於他造將證明之主要事實，並非

以直接提出反證，而是間接地反擊也。 

肯定間接反證概念之效用，可使不負客觀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分擔證據提

出責任。 

以如圖 7-9 請求認領之訴及間接反證之例示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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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認領訴訟及間接反證之例示 

 主要事實：
 Ｘ與Ｙ男間之父子血緣關係

Ｘ

推認

註：間接事實ａ可以證明時（須無「不可能有血緣關，即無血
    緣矛盾之證明），可推認出主要事實，惟如有與可以推認
    主要事實之間接事實ａ兩立之間接事實ｂ時（不貞抗辯成
    立），可動搖（否定、妨礙）推認。

 間接事實ａ：
 Ｙ男與甲女間有性交往

 間接事實ｂ：
 甲女與Ａ男間有性交往

Ｙ男 甲女

兩立

推認否定（妨礙）

認領之訴

 

原告Ｘ（子）請求被告Ｙ男認領原告，要證明被告為其生父，原告要證明

之主要事實為其係生母甲女自被告受胎所生，以ＤＮＡ鑑定很容易證明，但被

告拒絕合作時，能否以生母和被告間長期同居、曾經有性行為、血型和原告沒

有矛盾等間接事實，並參酌全辯論意旨（包括被告拒作ＤＮＡ鑑定），認定血緣

關係，判決被告應認領。可是，被告可以「甲女和第三人Ａ男發生性關係」之

間接反證，否定主要事實之推認。 

間接反證，是否屬於廣義的舉證責任之轉換，仍有爭論。就主要事實言，

間接反證並沒有變更關於主要事實之舉證責任之分配，而是通過間接事實來妨

礙主要事實之推認，只要動搖法官之心證，即達到間接反證之目的（反證）；但

是，由於也有是利用經驗法則推翻主要事實，則由於被告必就關鍵性的反證事

實，作完全的舉證，被告Ｙ男以其與原告Ｘ之血型有血緣矛盾，即是推翻主要

事實存在之推認，非僅動搖而已，實質上等於是就相關主要事實之一部之（此

例即Ｙ男就主要事實之不存在）舉證責任，轉換至對造。 

六 證明妨礙 

證明妨礙，或稱證據妨礙，即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因故意或過失使負

舉證責任當事人發生舉證之失敗或困難時，基於當事人可期待對造不妨礙證據

搜集（預防的機能）、如當事人有證據妨礙之事實（例如拒絕提供僅其知之人證，

或使之逃匿），作妨礙者不利之擬制，以減輕負舉證責任者之舉證責任，可以達

到舉證責任分配之實質的公平（回復的機能）之理由，應承認證據妨礙之法理。 

證明妨礙法理，原發端於德國判例，經由學說發展後，介紹至日本、我國；

關於證明妨礙，德、日、我國同樣地，只有零星的規定，無一般的規定，故無

論應否承認，支持之根據論、效果論均仍有爭論。 

即使肯認證明妨礙法理者，就其效果論及理由之構成（根據），亦有爭議，



第７章 事實認定與證據 
 

民訴入門 

7 - 25 

學說概況如下： 

證據妨礙之法理即其效果，其定位之爭論，主要二說為： 舉證責任轉換

說（法律上推定說），證明妨礙應為一般化之法理，其效果定位在舉證責任之

轉換。 證明度減輕說（自由心證說），證明妨礙成立時，其效果乃法院可以

在事實認定上減輕心證之程度。 

法理持舉證責任轉換說者，其理由的構成（根據），主要學說有： 損害賠

償義務說、 危險領域說、 期待可能性說、 公平（衡平）說等。持自由心

證說者，關於證據方法之認定，主要學說有： 經驗法則說、 違反訴訟上之

協力義務及真實義務說、 違反誠信原則（禁止與先行行為矛盾）說、 違反

事案解明義務說（以下八）等。 

在我國，支持此法理者，原並認為民訴法第 345 條（違背文書提出命令之

效果；德民訴第 427 條，日民訴第 224 條第 1 項即舊第 316 條）、第 360 條第 2

項（違反書寫命令之效果，德民訴第 441 條第 2 項，日民訴第 229 條第 2 項即

舊第 329 條第 2 項）、舊民訴法第 362 條（文書妨礙之效果；德民訴第 444 條，

日民訴第 224 條第 2 項即舊第 317 條）等規定，即民訴法所規定證據妨礙之例。

我國 2000 年新民訴法刪除第 362 條「文書」妨礙規定，另增訂第 282 條之 1「證

據」妨礙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

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第

1 項）。前項情形，於裁判前應令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第 2 項）」，以取

代舊第 362 條，或可謂是立法者刻意突顯「證據妨礙」之法理（立法論上有反

對說）。不過，就違反文書提出命令文書、文書以外之物件提出命令（本章貳

四）言，直接依民訴法第 345 條、第 367 條準用第 345 條之結果，違反文書提

出命令時，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文書（或文書外之物件）之主張或依該

文書（物件）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似無庸援用證據妨礙法理。 

七  摸索證明 

摸索證明（Ausforschungsbeweis），或稱摸索的證明、摸索式之證明活動、

探知證明、尋找證據之旅，即透過證據調查探索對自己有利事實之證明活動。

例如以無具體的線索、無特定對象之多數關係人的證人傳訊之聲請。依辯論主

義原則，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才能開始證據調查，依職權則為例外，證據聲

明，應該表明應該證明之特定事實、特定之證據方法，並且具體的說明兩者間

之關係（具有關聯性），因此就學理上言，摸索證明應加以禁止，除此之外，摸

索的證明禁止原則之理由，尚有違反辯論主義、舉證人違背真實義務、與導入

爭點整理程序及審理計劃之證據事項應事先明確之意旨不合等；不過，嚴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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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禁止摸索的證明，難以貫徹，對於完全無法得知紛爭之事實關係之舉證責

任負擔者而言，過於苛刻，特別是在所謂現代型訴訟（如消費訴訟、醫療訴訟、

產品責任訴訟、藥害訴訟、智慧財產權訴訟、公害訴訟等），其原因之澄清須賴

專門的、技術的知識，對於處於證據嚴重不平衡之原告而言，舉證上多有困難，

在現階段之民事訴訟型態言，可以修正當事人對等主義，於舉證上有困難於其

情形顯失公平者（民訴第 277 條但書），將證據聲明之表明，解為只要有某程度

抽象的及不特定的記載即可，以達實質的公平。 

八  事案解明義務 

羅馬法以來，有所謂「任何訴訟當事人，不負給予對造勝訴手段之義務」

之法原則，故客觀的舉證責任於訴訟上，有其必要性。但是，現代型之訴訟，

有嚴重地證據偏在一方，實質的平等關係之問題由是而生。 

為使當事人回復實質的平等之手段，除了採取上述表見證明、證據妨礙、

摸索的證明外，學者更進一步主張「事案解明義務」（按：此用語係延用日本學

者將在德國發展出之 Aufklärungspflicht 的漢字譯語。「事案」，意為成為問題

之事態；「解明」，意為將不明瞭之事態說明清楚。故若將之中文化，或可稱之

「系爭事由說明義務」），即對證據偏在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課予應為具體的

事實陳述之義務。例如，以飛機墜落事故、醫療過失為理由之損害賠償訴訟，

不要求原告為具體的事實主張，要求被告有將事實經過說明清楚之義務。事案

解明義務之根據、要件、效果為何？尚有爭執，持肯定論者，一般認為事案解

明義務應具備四要件： 就有關自己之權利主張有合理的基礎，有明顯可供調

查之線索； 當事人就系爭事由客觀上有無法說明清楚之狀況； 上述狀況，

對當事人無非難可能性； 對造就系爭事實之立於可以說明清楚之立場，並且

有期待可能性。以上四要件具備，原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即負有事案解明

義務，如不履行（違反）此義務，法院可以自由裁量將舉證責任轉換至事案解

明義務之一方，為其不利益之事實認定，作為不履行事案解明義務之制裁，換

言之，可以將原負舉證責任之他方所主張之事實，擬制為真實。 

原來通說向認為，由於舉證責任之出發點是由主張責任、證據提出責任所

構成，然而該當事實為何必須主張、舉證，並未有何實質上的理由，不僅如此，

在主要事實之標準中為了能夠掌握主張責任、證據提出責任，不得不由當事人

之一方負全面性的舉證責任之負擔，如此一來即產生訴訟上地位之不平等，只

能期待法官在自由心證上加以調整。為此，持事案解明義務理論肯定論者認為，

可以一方面將主張責任、證據提出責任從舉證責任切割出來，另一方面又在實

質的利益考量下，重新掌握以間接事實為基準之主張責任及證據提出責任，以

求當事人間證據地位不平等上更作精確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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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解明義務，是否應予承認？學理尚有爭論，德國持否定見解者，有以

由於學說上多數承認有為事案解明手段上之實體法上之資訊請求權，其根據如

德民法第 809 條（物之閱覽請求權）、第 810 條（文書之閱覽請求權），乃至德

國民法第 242 條之誠信原則，因而主張沒有承認訴訟上之事案解明義務之必

要；亦有以要求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負事案解明義務，無法對依規範說為

舉證責任分配，有何影響，而否定事案解明義務。然有力學說，則以訴訟當事

人之協力義務、實體法上之資訊請求權不夠充分（缺乏彈性）等為根據，主張

訴訟上之事案解明義務（特別是一般的事案解明義務）有其必要性。在日本，

因受到德國事案解明義務肯定說之影響，亦有不少肯定事案解明義務者，學理

上之根據，則有： 事案解明義務說、 訴訟實施（追行）責任說、 具體的

事實陳述＝證據提出義務說、 醫療過誤之事案解明義務說、 交涉過程之說

明義務說、 作為朝向資訊公開之事案解明義務說等，然迄 2007 年 3 月止，

似尚未成為多數說。 

肯定事案解明義務者，就違反（或怠於）事案解明義務之效果為何？見解

不一，多數說認為，原負舉證責任之對造所主張之事實，擬制為真實。 

我國民訴法於 2000 年修正時，除維持當事人負真實完全義務（民訴第 195

條第 1 項）外，並加重當事人具體化義務（民訴第 195 條第 2 項，第 266 條之

1 第 2、3 項，第 268 條，第 268 條之 2），復增訂當事人之事證提出義務（民訴

第 277 條但書，第 282 條之 1，第 342 條第 3 項，第 344 條第 1 項，第 359 條

第 2 項，第 367 條，第 367 條之 1），是否因此修正，即可認為當事人負有一般

事案解明義務？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 

肆 不能證明之處理─舉證責任 

「法之不知，不可恕；事實之不知，則可容許」（羅馬法之法格言），事實

認定固為裁判之基礎，然法院即使極盡調查之能事，事實仍無法認定，即事實

不明，實無法避免。 

有一形容法官裁判心理之法格言云：「勇於思（考），怯於（決）斷」（指

法官每每勇敢於考察法學上之異說，但是，在應斷然判定事實真偽時，則常膽

怯、慎重），為了避免最後困惑於究竟是真是假之法官，以事實不明作為拒絕判

決之藉口，一旦真偽不明即應為舉證責任之分配。因此，法諺云：「自由心證

之窮，即舉證責任之始」，意即舉證責任是在法院自由心證已窮，即真偽不明

時，始生作用，就此點言舉證責任判決，從為求取法院為最終的本案判決之當

事人角度言，為「最終的方法（ultima ratio）」，從不能形成心證之法官角度

言，則是「最後的一招（最後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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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心證之程度與舉證責任之關係  

一定之事實

存在

存否不明

不存在

舉證責任之問題

 

一 舉證責任之意義 

單就「舉證責任」之用語觀之，似乎有「非舉證不可之義務」之感，實際

上並不存在著「義務」之意義。 

舉證責任之所在，即關於某事實究竟在原被告之何方，具有對當事人之訴

訟活動，以及法院之訴訟指揮或判斷活動，賦予方向及指針之重要功能；不僅

當事人或其代理人、輔助人等，常於訴訟中思考應該如何盡其舉證責任，達成

證明之目的，法官亦復如此，如果想勝任其使命，必須於訴訟中之所有階段，

隨時將舉證責任分配之念頭，放在心上。因此，強調舉證責任在訴訟過程之重

要性更甚於訴訟標的者，謂「舉證責任，乃民事訴訟之脊椎」，有別於向來「訴

訟標的，乃民事訴訟之脊椎」之說（第 3 章肆一 ）。亦有認為訴訟標的、舉

證責任同等重要，乃民訴法學上之兩大學習難關，亦為兩大寶庫，而謂「訴訟

標的理論、舉證責任論，乃民事訴訟之雙脊（或雙璧、雙壁）」。 

所謂「舉證責任」，乃為符合法律要件之事實（通說即主要事實第 2 章貳

一 ），即使法院用盡方法仍無法得到心證，事實呈現無頭緒狀態，為決定兩造

當事人何人要受到不利益的法技術，即必須決定由何人負擔該不利益之責任。

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舉證責任的概念，有兩種含義： 其一，對於待證事實，

當事人無論如何，必須有舉證其為存在或不存在之義務行為，如不履行此一義

務，就要承擔法院不考量該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危險，此含義是作為「行為責

任」之（本來之）主觀的舉證責任，學者亦有稱之為形式的舉證責任，簡言之，

舉證責任論之立論方向，並非「何事應該被舉證？」，而是「何人（誰）應該舉

證？」； 其二，對於某種事實，盡管為證據調查，最終仍不能證明（法院未得

到心證）時，必須做出對承擔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不利之判斷，此含義是作為「結

果責任」之客觀的舉證責任，學者亦有稱之為實質的舉證責任，簡言之，舉證

責任論之立論方向，並非「何人應該舉證？」，而是「何事應該被舉證？」。在

英美法，言舉證責任，大體上指形式的舉證責任，即承擔由不履行舉證義務而

產生之危險，大陸法系國家則多從德國，指實質的舉證責任。因此，所謂舉證

責任，實無「責任」之意義，而是事實之真偽（存否）不明，當事人一方自己

所主張之事實未被法院承認而受之不利益，應就該事實負「舉證負擔」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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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主觀的舉證責任與客觀的舉證責任之區別要點 

 主觀的舉證責任  客觀的舉證責任  

要義 應舉證之「（證據提出之）責任」 無法舉證時之「不利益（敗訴危險之負擔）」 

責任所在 行為責任 結果責任 

依規範說創造者 Rosenberg 之說法，原則上職權探知主義訴訟無主觀的舉

證主義概念之餘地，辯論主義訴訟始發生主觀的舉證責任。並且，主觀的舉證

責任與客觀的舉證責任間之相互關係，「客觀的舉證責任，乃萬事之基本；主觀

的舉證責任，統合之，並決定輪廓。」，亦即「主觀的舉證責任之範圍，與客觀

的舉證責任之範圍一致，不多也不少。」，依此而言，可謂主觀的舉證責任之作

用顯著降低，其舉證責任論，仍係以客觀的舉證責任為舉證責任之本質。 

因此，舉證責任具有以下特徵： 

１  舉證責任是以真偽不明之狀態為前提，因為可否適用實體法規，已預先作

抽象的、客觀的決定；因此，不受個別訴訟之具體的狀況（現實上舉證之

必要、法院之心證動向）影響，審理過程中不會由當事人之一方移動、轉

換至當事人之他方。 

２  負擔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在證據評價之領域中，負擔證據提出責任（原則

上負擔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亦負擔證據提出責任，其範圍與舉證責任一

致）。證據提出責任，乃作為避免所謂結果責任之舉證責任（敗訴之危險），

以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證據之行為責任，乃以辯論主義為媒介，由當事人發

現之責任（如同前述，舉證責任有二義性，即： 作為「行為責任」之主

觀的舉證責任之證據提出責任，指當事人通過自己的活動對爭議事實進行

舉證的一種責任，其目的是為了避免敗訴，因此它是通常意義上的責任，

有時指從當事人角度看待之「主觀抽象的舉證責任」，當事人為阻止將受敗

訴判決，有對某重要之主要事實提出證據的責任；有時指於具體的訴訟中，

法官對於事實獲得一定的信息，應當由何人提供證明之「主觀具體的舉證

責任」。 作為「結果責任」之客觀的舉證責任之舉證責任，指當某主要事

實最終無法查明時，在當事人間進行風險分配）。 

３  由於舉證責任關係到實體法可否適用，非屬實體法之直接規律對象之間接

事實，不生舉證責任之問題（通說）。 

４  就同一事實之舉證責任，僅由當事人之一方負擔，蓋如果由當事人之一方

就某事實之存在負舉證責任，同時又由當事人之他方就該事實之不存在（反

對事實）負舉證責任，則於事實存否不明時，就該以事實為要件之實體法

可否適用，將產生相互矛盾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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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真偽不明，不僅是採辯論主義之程序有可能發生，採職權探知主義之程序

（家事第 10 條第 5 章壹二），亦有發生之可能性（32 上 2316 判例）。 

訴訟中，常以作為訴訟標的所主張之具體的權利為基準，作為考量，而該

權利之發生、消滅（或障礙）為法律效果，均有其抽象的法律規定，構成該法

律要件之事實即要件事實，符合要件事實之具體的事實＝主要事實（第 2

章），故言：「民事訴訟之審理，以主要事實為基準」，當主要事實真偽不明時，

該主要事實即成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基準。 

「舉證責任」與「舉證（證明）之必要」，須作區別。無論任何一造就某

事實負舉證責任，只要對造逐次提出對其有利之證據，使法官之心證有對對造

有利之傾向，自覺如此訴訟之發展可能對己不利，非提出對己有利之證據不可，

此僅是具體的訴訟進行過程中，基於實際上「舉證之必要」，並不屬於「舉證責

任」之問題。 

根據辯論主義第一原則（第 6 章貳二 ），事實必須由當事人主張，即使

主要事實對己有利，如未為主張，亦會受不利之裁判，即主張責任。因有主張

責任，其主要事實未主張之結果，將受到法院不適用符合該主要事實之法規的

不利益。依通說，就相同主要事實言，由於同樣受法規不適用之不利益，亦由

舉證責任者負擔主張責任，換言之，主張責任與舉證責任一致，即均以同一要

件事實為對象，並且原則上兩責任之所在（即其負擔人）一致。不過，即使依

通說肯定兩責任原則上一致，多數學說仍承認有個別例外，如： 對無權代理

人為契約上之履行債務請求時，由原告就契約相對人之被告欠缺代理權之事

實，負主張責任。被告如有爭執，應就契約當時，其有代理權（代理權之授與）

（民法第 110 條、第 169 條），負舉證責任 。 金錢債務之損害賠償請求，債

權人（原告），雖應就其損害（損害之發生及其數額）負主張責任，然就其數額

不負舉證責任（民訴第 222 條第 2 項）。 

二 舉證責任之分配 

  通說下之形式的分配基準 

關於就何種主要事實，要由那一造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此即「舉證責任之

分配」。 

在實體法中直接明示某要件事實之舉證責任者，例如主張為民法第 1017

條第 1 項為「婚前財產」、「分別所有」者，主張民法第 1041 條第 3 項之「勞力

所得以外之財產」，應負舉證責任，但畢竟稀少。因此，不得不依實體法之解釋

進行舉證責任之分配。 

舉證責任之分配，學說眾多。由追求客觀上形式基準為目的者，德日及我

國長期來的通說為「規範說」，有稱「法律要件分類說」。亦有稱「法規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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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蓋誠如羅馬法格言「未證明之事實，等同於無（不存在）（idem est non 

esse et non apparere）」，實體法規，在其要件事實被認定存在，始有適用；

事實不存在或真偽不明時，即不能適用，從而舉證責任之基礎，在於「法規不

適用」之原則，故稱之。 

圖 7-11 「舉證責任」規範說之立論根據 

法律效果

⑴法規適用之條件

以⑴作為反對解釋之前提，推論出⑵

（符合有利法規之）要件事實存在 法規適用            

      

⑵法規不適用之條件

（符合有利法規之）要件事實不存在or存否不明 法規不適用       無法律效果

 

因為規範說，對具有「怯於事實判斷」之法官心理而言，可謂是最可貴、

值得稱謝之舉證責任理論。 

另有依當事人間之公平觀點、證據距離、舉證之難易、危險領域（當事人

能支配之生活範圍）、誠信原則等之實質上之理由為據之學說。 

規範說與實質說往昔強烈對立，然經長期論爭，逐漸彼此靠近、互補，互

有啟發、互相讓步。即使支持規範說之立場，也受到利益衡量說批判之影響，

不再單純從法條構造作機械式地分配，而從條文間之整合性、舉證難易等公平

觀點，考量實體法規定之權利根據、障礙屬性。即使基於利益衡量說批判規範

說之立場者，也在一定限度內承認規範說有關權利根據、消滅、障礙規定分類

之合理性。同一待證事實之舉證責任分配，儘管兩說思考起點不同，最終分配

之結果一致。 

「規範說」，是以實體私法之法律要件規定之方式，分配舉證責任，即當

事人就作為訴訟標的所主張之權利，所適用之實體法規中，符合對自己有利之

法律效果發生規定之要件事實之具體的事實（主要事實），負舉證責任。 

依實體法相互間之邏輯（論理）關係，及法規範間之補充、支持、排斥的

關係，可以分成三種： 定權利發生之規定，即權利根據規定，此種規定又分

權利發生規定（權利發生之特別規定）、權利發生障礙規定（權利發生之一般成

立要件不存在之規定，即使權利不發生之規定），並權利發生障礙規定與權利障

礙規定（權利效力要件不存在之規定）有所區分，然此區分就舉證責任分配言，

沒有實質的意義，故通常不作此種區分，即將權利發生障礙規定併入權利障礙

規定； 定權利發生後之所生障礙之規定，即權利障礙（排斥）規定； 定權

利發生後之消滅之規定，即權利消滅規定。（第 2 章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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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根據規定所規定之要件，乃權利發生之不可或缺之必要要件，是具備

該當權利本質的要素之要件，有稱之為「本質的要件」、「發生要件」，至於權

利障礙規定，乃阻止權利發生之要件，故亦有稱之為「阻止的要件」，也有將

權利障礙及權利消滅之要件，合稱為「阻止的要件」，蓋一為一（暫）時的阻

止的要件（法院仍以「現在」權利存在處理），一為永久的阻止要件（法院應以

「現在」權利不存在處理），一時的阻止要件規定，學理上亦有特稱之為「權

利阻止規定」（第 1 章壹二、第 2 章貳一）。 

圖 7-12 關於舉證責任規定之種類  

權利根據規定關
於
舉
證
責
任
之
規
定

權利發生規定

權利發生障礙規定

權利障礙（排斥）規定

權利消滅規定

請求原因

抗
辯

不發生

阻止

消滅

 
屬以上三種規定之何種規定判定後，就符合權利根據規定之要件事實之主

要事實（權利根據事實），由主張權利發生之有利之一方當事人，負擔舉證責

任；就符合權利障礙規定之要件事實之主要事實（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排斥事

實），由主張權利不發生之有利之一方當事人，負擔舉證責任；就符合權利消滅

規定之要件事實之主要事實（權利消滅事實），由主張權利消滅之有利之一方

當事人，負擔舉證責任。 

表 7-4 規範說下之舉證責任之分配  

主要事實

由主張該權利已發生之當事人負擔

舉證事實

權利障礙事實

權利根據事實

由主張權利已消滅之當事人負擔

由主張權利因障礙而未發生或不存在之當事人負擔

權利消滅事實
 

由於該當法律效果（權利之發生、障礙、消滅），有其特有之特別要件，

又有屬對法律效果共通之一般要件；而各要件依實定法分類，如契約之特別要

件，分別規定於民法第 2 篇第 2 章「各種之債」以下，其一般要件則於民法第

1 篇規定。例如原告主張對被告有買賣價金請求權，其權利發生規定，為民法

第 345 條，關於價金給付、財產權移轉之約定存在，為買賣成立之特別成立要

件，應由原告舉證；如被告主張買賣出於通謀而無效（民法第 87 條），因通謀

無效之規定是權利不發生規定，故契約非出於通謀為法律行為共通之一般成立

要件，屬權利發生障礙規定（然如同上述，若依通常之區分，則為權利障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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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特別要件，屬權利障礙規定），應由主張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被告就通謀事實

舉證；如被告主張價金之支付定有期限並期限未屆至，因民法第 102 條第 1 項

規定之期限屆至，乃買賣契約成立同時發生價金請求權之行使，受一時的阻止

之特別要件，屬權利障礙（排斥）規定，應就該障礙事實舉證；如被告主張其

價金債務已經原告免除（民法第 343 條），免除事實使買賣契約成立同時發生之

價金請求權消滅，屬權利消滅規定，為權利行使永久的阻止之特別要件，被告

應就該消滅事實舉證，但如原告主張其為免除係受脅迫並已依法撤銷（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前段），因被脅迫者得撤銷之規定，乃權利消滅規定不適用之一般

要件，原告應就該受脅迫、已撤銷之事實舉證。再者，關於阻止的特別要件，

亦有究為一時的阻止之障礙要件，抑為永久的阻止之消滅要件，有爭論者，如

消滅時效（民法第 125 條以下）完成之抗辯事實，有謂是權利障礙事實，有謂

是權利消滅事實，然由主張法律關係不存在者負舉證責任，則無爭論。 

依上述規範說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其結論如下圖。 

圖 7-13 舉證責任法律要件分類說之結論  

法律關係
（權利）

由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
事人負主張及舉證責任發生所須

之事實

妨礙發生
之事實

發生後消
滅或變更
之事實

特別要件之事實⑴

一般要件之事實⑵

特別要件之事實⑶

一般要件之事實⑷

由主張法律關係不存在
之當事人負主張及舉證
責任

 

    再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  

主張消費借貸返還請求權者，應就消費借貸成立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交

付」及「返還之約定（有謂借貸之合意）」（民法第 474 條）之（主要）事實，

負舉證責任（對照上圖之 ）；至於契約成立之一般要件，如契約當事人非無行

為能力（民法第 75 條）、非出於通謀意思表示（民法第 87 條第１項）等之事實，

應由主張法律關係不存在者，就無行為能力、通謀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對照

上圖之 ）（27 上 2622 判例）。 

  例二  

消費借貸成立後，債務人主張因變更為贈與（民法第 406 條）或免除（民法

第 343 條）等債務消滅之特別要件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對照上圖之 ）（48

台上 389 判例）；債權人就該等債務消滅之事實主張欠缺一般要件，如出於通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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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被詐欺或被脅迫（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應就該等一

般要件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對照上圖之 ）。 

  例三  

主張僱用人與侵權行為人同負連帶責任者，應就僱用人連帶責任之特別要

件即「為侵權行為人之僱用人」（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前段）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對照上圖之 ）；僱用人主張有僱主免責之特別要件（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但書）之事實者，應就該免責之特別要件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對照上圖之

）（19 上 3025 判例）。 

表 7-5 舉證責任法律要件分類說分配原則之例示 

項目別 

法律關係 

一方之權利主張、法根據及要件類別、

要件，及待證主要事實之舉證責任 

他方之權利主張、法根據及要件類別、

要件，及待證主要事實之舉證責任  

 

貸與人與

借用人間

所成立之

消費借貸

關係 

主張 法根據 要件 誰舉證? 主張 法根據 要件 誰舉證? 

消 費 借

貸 關 係

成立（返

還 請 求

權存在） 

民 474 

條（權利

根據之

特別要

件） 

1.金錢 

 之交付

2.返還

之約定 

債權人 

(貸與人 ) 

圖 7-13  

消 費 借

貸 關 係

成 立 有

障礙 

民 7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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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於 通

謀 

債務人 

(借用人 ) 

圖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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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消滅事

由爭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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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關 係

已 因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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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債 權 人

已 為 免

除 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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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 

(借用人 ) 

圖 7-13  

免 除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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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借貸

關 係 仍

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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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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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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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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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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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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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人 

債權人 

(被害人 ) 

圖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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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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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 項

但書（權

利 障 礙

之 特 別

要件） 

選 任 受

僱 人 及

監 督 已

盡 相 當

之注意 

債務人 

(僱用人 ) 

圖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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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範說分配舉證責任，尚須注意： 舉證責任之分配，既以權利規範之

性質決定，則相同之權利義務規範，不因權利人、義務人於訴訟之當事人異位，

而改變舉證責任之分配。例如，關於權利人起訴請求義務人履行債務，與義務

人對權利人起訴請求確認債務不存在，不能因為原、被告易位，改變舉證責任

之負擔。 法律規範究竟是權利根據規定，還是權利消滅或障礙規定，乃至是

否與舉證責任分配之三種規範無關之規定，不能僅以法條規定之形式構造判

斷，須從與權利間之法律關聯性判斷。例如，民法第 242 條但書之「但專屬於

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從法規形式看，但書是為債權人行使債權人代位權

之障礙規定，但是，此但書之規定，應僅是限定代位對象之權利範圍，不能將

之看成舉證責任分配之啟示，因為是否為一身專屬權，是法的判斷（法的觀點）

之問題，不是事實真偽之問題，應由法院依職權判斷之。 

  分配基準之修正 

以上所述之以規範說作為舉證責任之分配基準，易使人誤以為是純以形式

的基準作分配，未必公平；而且，若過度僵化規範說之思考方法，更易不公。

因此，有主張不依規範說分配舉證責任，依舉證之難易、證據之所在（證據距

離）、事物之蓋然性等多重考量，以定舉證責任之分配。 

由於依實質的考量定舉證責任之分配之各種學說，仍過於抽象，通說、實

務仍依規範說運作，然若有不適合依規範說之基準分配舉證責任時，則須以實

質的考量，作必要之修正。 

  「債務不履行之可歸責之事由」之舉證責任 

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

得請求賠償損害。」從此法條規定形式看，似債權人對債務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權利根據規定，則「債務人之可歸責事由」（故意．過失）乃此權利規定之

要件，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關之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惟如此分配，不免

令人懷疑： 同樣之債務不履行，有給付不能、不完全給付、給付遲延，有關

是否可歸責債務人由何者負舉證責任，不能無區別之合理的理由，由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

反而應由債務人就其「不可歸責」負舉證責任，則為通說，顯示關於第 226 條

第 1 項，應以反面文義解讀，即「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

但有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者，不在此限」，即債務人之「不可歸責」為債權

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權利障礙事由； 關於債務不履行之債務人之故意．過失，

如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本難為社會通念所接受，因為債權債務關係成立後，

債務人先有給付義務，債務人有機會選擇履行或不履行，如不履行即應自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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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之責任，故若有給付不能之情事，債務人以有不可歸責事由作為無損害賠

償義務之抗辯，自應就自己無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 

  非法轉租之「非經出租人承諾」「有反對之約定」之舉證責任 

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物為房屋者，

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他人（民法第 443 條第 1 項）。

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同條第 2

項）。 

契約法之規定，多屬任意法，本條規定亦非例外，而租賃關係之成立與存

續，係基於信任（賴）關係，故本條第 1 項前段之「承諾」，涵蓋許可、同意，

不同於要約之「承諾」，即非指意思表示一致，只要出租人片面反對轉租之之意

思表示為已足，承租人即應受拘束，有謂不如逕稱「同意」為宜。同項但書既

為前段之例外，自應相互對照解讀，「除有反對（轉租）之約定外」之「反對之

『約定』」，應係「反對之『承諾』」，則「除有反對（轉租）之約定外」即「得

出租人之承諾或同意」 

此規定既為任意規定，其法效果自得依當事人意思排除，故只要經出租人

之同意，無論為一部或全部之轉租或轉讓，均為有效（可參考37上7633判例、

37上6886判例）。 

非法轉租之未經出租人同意、擅自之轉租轉讓，在日本通稱「背信行為」，

即使形式上無轉租、轉讓，如承租人甲實際上讓乙居住，亦屬之。依日本通說

及判例，即使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承諾之轉租、轉讓租賃權，如有「不足以認係

背信行為之特殊情形」，出租人不得主張出租解除權；是否背信，非僅依承（轉）

租人及次承租人間雙方關係判斷，尚須綜合使用狀況有無變更及其程度如何、

違反之輕微性、轉租之動機等諸多情事判斷。學理稱「信賴關係破壞之法理」

或「背信性理論」，此法理值得贊同。 

承租人違反民法第443條第1項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出租人得終

止契約（同條第2項），出租人依此非法轉租之租約終止權，請求返還房屋訴訟，

在租賃及轉租事實雙方未爭執下，「轉租是否未經出租人同意」、「轉租是否

不足認為背信行為之特殊情形」事實不明時，舉證責任應如何分配？就此問題

之思考方法，大抵有四： 「轉租未經出租人同意」屬出租人終止權之權利根

據事實，應由出租人負舉證責任，承租人否定出租人終止權之主張，乃否認終

止權，無法變更出租人應負之舉證責任。 「轉租經出租人承諾（同意）」、

「轉租不足認為背信行為之特殊情形」，均屬出租終止權之障礙事實，乃對租

約終止權事實之抗辯，應由承租人負舉證責任。 肯認「轉租未經出租人同意」

即「出租人反對轉租之意思表示」，屬租賃終止權之權利根據事實，應由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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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舉證責任，惟如承租人提出「轉租事實未破壞信賴關係」之否定背信行為

反證事實，使出租人有無終止權不明，應解為間接反證事實，舉證責任依然屬

於出租人。 勿寧將「出租人反對轉租之意思表示」「承租人轉租．轉讓」事

實，解為租約終止權利根據事實，由出租人負舉證責任；將「轉租經出租人同

意」或「轉租不足以認係背信行為之特殊情形」事實，解為租約終止權之障礙

事實，出租人就租約終止權之權利根據事實舉證後，承租人以有租約終止權障

礙事實為抗辯，自應就其抗辯事實負舉證責任。第四說可謂公平、適當。 

 準消費借貸之「舊債務存在」之舉證責任 

依民法第474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準消費借貸規

定文義觀之，準消費借貸之主要事實，為「舊債務之存在」及「準消費借貸之

合意」，皆為權利根據事實，應由債權人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但是，準消費借貸乃將舊債務變更為消費借貸契約，如果準消費借貸契約

成立，可謂「舊債務存在」具有高度蓋然性，並且準消費借貸成立，通常同時

將舊債務之書證返還債務人或加以撕毀。因此，若將準消費借貸之「舊債務之

存在」，責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未免過於苛刻，基於實體法的立法旨趣及當事

人間之公平等觀點言，應將「舊債務之不存在」解為權利障礙事實，由債務人

就舊債務之不存在，負舉證責任。 

就此結論，有謂債權人持有之新借據，雖非「舊債務存在」之直接證據，

惟可以為推認「舊債務存在」間接證據，假若債務人能證明有特殊情形，否定

舊債務存在，則「舊債務存在」之主要事實的間接反證（本章參五）。惟此例

嚴格上講，並非間接反證的原義，只是為了維持規範說的支配地位，採用了間

接反證的推論思考方法。 

 「正當之事由」之舉證責任 

法律要件如為「正當之事由」，乃開放的不特定概念所形成的法律要件。

是否為「正當之事由」？應依權利人與義務人間之實際狀況、事由之內容等作

綜合的考量，再作判斷。以土地法第 10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收回自住或重新建

築，係指有正當事由有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之必要者，除考量租賃物之收回自

住或重新建築之必要性之情形外，尚須就承租人過去使用租賃物之經過及利用

狀況、有無給予合理的搬遷補償等為綜合的考量，以判斷出租人有無「正當之

事由」。 

因此，「正當事由」之舉證責任所在，究竟要在那裡切割，可謂相當困難，

究竟應解為權利根據規定，由出租人負舉證責任，還是以「無正當事由」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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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卻事由而使承租人負舉證責任，難以決定，議論不一，實務則認為出租人應

就此負舉證責任（43 台上 1199 判例）。 

三 舉證責任之轉換 

當舉證責任承認可以實體法之規定為基準作分配，即使是相同之規定，因

訟情萬千，如貫徹劃一的舉證責任之分配，有可能有害於當事人間之公平。因

此，在具體的訴訟，初時通常依實體法規定之抽象的舉證責任對象事實之基準，

決定就某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應由一造當事人負舉證責任後，因具體的訴訟

經過，於有特殊情形，基於舉證之公平（舉證責任負擔之公平），作例外地修正，

改由他造就反對事實（不存在或存在）之負擔舉證責任，此種將主觀的舉證責

任，於兩造當事人間，由一造轉換至另一造，謂之「舉證責任之轉換」或「舉

證責任之倒置」。 

日本古老判例及我國舊說，將法院為有利於負舉證責任當事人之事實上之

推定，解為「舉證責任之轉換」者，最顯著之情形有二： 他造故意使有舉證

責任之一造不能舉證或舉證有顯著之困難者，在證明有反對事實前，推定有舉

證責任之一造之主張為真實，改由他造就該事實非真實負舉證責任； 依一般

經驗法則，推定舉證責任者主張之事實存在，他造如主張有該事實不存在之特

別事由，則由他造就該事由負舉證責任。不過，依現在通說，法院為事實上之

推定，雖有疑似、容易理（誤）解為舉證責任轉換之外觀，然嚴格言之，實僅

屬法院之自由心證範圍，非實體法規定或依實體解釋，為舉證責任分配後又由

一造轉換於他造，並非發生舉證責任轉換之「特殊情形」，自無舉證責任轉換可

言。 

如果不依規範說分配舉證責任，而依實質說作舉證責任之分配，因於分配

舉證責任前，亦考量不能舉證、舉證有顯著之困難、依經驗法則本可為事實之

推定等公平因素，則其舉證責任之分配，乃最終的證明負擔之分配，只限於某

一造有之，一經分配，如該造不能證明其主張，其證明負擔不生轉換之問題。 

關於舉證責任之轉換，可以說是「舉證負擔之轉換」，因為兩造於訴訟中，

如有相反之主張，均須提供證據以進行，亦即有以證據進行訴訟之負擔，原負

舉證責任之一造，有其證明負擔，通常應先行舉證，然於舉證使其主張初步成

立以後，他造欲加反駁或使其陷於疑而難信之地步，或另有主張，通常亦須提

供證據以資進行，因此有轉換之問題。 

原來，「舉證責任之轉換」之概念，乃指初時依關於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

原則，於特殊之情形，不依一般原則分配，而依法律（依實體法或依實體法之

解釋），加以修正，改由對造就反對事實負舉證責任者。例如，一般之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被害人應就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負舉證責任（民法第 18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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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但是，於動力車輛事故之情形，基於保護被害人之觀點，舉證責任宜

為轉換，故如為動力車輛駕駛人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被害人即得向駕駛

人請求損害賠償，無庸就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舉證，駕駛人如主張其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應就該免責事由負舉證責任（民法第 191 條之

2）。規定為舉證責任轉換與否，則為基於實體權之實現、損害預防之目的等諸

多考量之立法政策之問題。此種出於立法論之舉證責任轉換，由於另有依解釋

論之舉證責任轉換，特稱「狹義的舉證責任之轉換」。 

圖 7-14 舉證責任之轉換 

事實存在
之舉證責任

原告

分配之一般抽象的基準

主要事實之存否

被告

①初時 ②轉換

具體的訴訟經過，發生「特殊情形」

事實不存在
之舉證責任

＊「特殊情形」有：①依實體法規定或依實體法解
  釋（立法論，狹義的）；②無明文規定時，亦有
  解釋上應肯認者（解釋論，廣義的）（？）。

＊

 

德國判例謂舉證責任轉換之主要情形，則指有證明妨礙、重大違反職業上

之義務、由「危險領域」所生損害等情形；重大違反職業上義務之例，如醫療

過失訴訟，如醫師有重大過誤（Grober Behandlungsfehle）之情形，即將因果

關係成立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轉換為因果關係不成立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日

本學說亦有從解釋論肯認德國判例法理之舉證責任轉換。此種無實體法規定、

出於解釋論而實質上有舉證責任轉換之情形者，則稱廣義的舉證責任之轉換。 

圖 7-15 依「醫療重大過誤法理」所生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轉換  

②存在
③成立

原告
（患者）

分配之一般抽象的基準
被告

（醫療關係人）

確信

重大之

③不成立①過失 ②損害 ③因果關係
主要
事實

　❶於問診、檢查、診斷、處置、手術、注射、
    麻酔、輸血、放射線、調劑投藥、護理，及
    其他類似醫業行為上，有違反醫療準則、侵
    害患者之行為或不行為（過失行為存在）。

　❷怠作為醫療專家之注意（違反注意義務）

  ❸實際發生患者健康或生命之損害。

舉證責任
舉證責
任轉換

確信 ＊推認（定）

醫療過誤

＝

＊有「重大之醫療過誤」，故推定因果關
  係成立，並為舉證責任之轉換。舉證責
  任轉換與否，委由事實審之法官裁量。

①不存在

＊

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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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台上字 1062 判決，將因果關係成立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轉換為因果

關係不成立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就結論言，同德國判例醫療過失訴訟醫師有重

大過誤法理，可謂屬廣義的舉證責任之轉換。惟該判決乃以民訴法第 277 條但

書作為舉證責任轉換之法依據，似對但書規定旨意有誤會。 

不過，由於解釋論上有其困難度，廣義的舉證責任轉換應否承認？仍有持

否定論者；即使持肯定論者，就訴訟過程中所發生影響法院心證之事態或特定

事實，其定位（發生之效果），是否可解釋為舉證責任轉換？難免有爭執，例如

上述之「證明妨礙」（本章參六）。 

伍 推定 

推定，分事實上之推定及法律上之推定兩種。前者，只是一種推理、推論

（inference），後者才是一種法則（rule）。 

事實上之推定，非真正的推定。推理不是法則，沒有拘束的力量，認定事

實者，不受拘束，可以自由的（合理的）推論，但沒有一定之結果。所以一般

言推定，指法律上之推定。 

法律上之推定，乃依法律規定，於能證明有甲事實存在時，除有反對之證

明外，應為已證明另法條所規定之乙要件事實或某權利存在之認定，原應就乙

事實或某權利存在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只要證明甲事實存在即可，他造當事

人應就被推定之反對事實或某權利（即乙事實或某權利之不存在），負舉證責任

之法定的推定。在此意義下，一般言法律上之推定，為民事訴訟上舉證責任規

範之一種，刑事訴訟原則上不允許有法律上之推定。 

法律上之推定，又可分成兩種，即：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及 法律上之

權利推定。 

圖 7-16 推定之種類 

推定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例：民法第944條第2項）

法律上之推定
（民訴281條）

 

事實上之推定
（民訴282條）

 法律上之權利推定
（例：民法第943條）

 

一  事實上之推定 

事實上之推定（presumption of fact），指法官基於經驗法則上之蓋然性

之證據或間接證據，推認出待證事實，又稱「裁判上之推定」，換言之，指若

有甲事實（前提事實），則推定有乙事實（推定事實），即該當於該法律要件之

事實（法律規定之要件事實）。若是由間接事實依事實上之推定而認定主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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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稱之為「間接證明」。事實上之推定就如同日常生活中，於早上見路面潮

溼，即可想必昨晚下了雨之推斷般；如有反證則可推翻事實上之推定，例如上

述推斷後，證實早上路面潮溼原因，為路面清洗車輛於清晨洗過所致，則推翻

原昨晚想必下雨之推定。 

民訴法第 282 條規定：「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

即指事實上之推定。若有甲事實（前提事實），則推定有乙事實（推定事實），

即該當於該法律要件之事實（法律規定之要件事實）。 

其實，事實上之推定本身，在概念上本非「推定」，而是「推理」，無非是

一種本於依據事物之蓋然性，純屬事實判斷；換言之，為透過經驗法則所得到

之證據價值，亦即：原本是屬於自由心證領域的範圍中的經驗法則。由於事實

上之推定因未經法規化，就形式上言，不屬於舉證責任之轉換（肆三）、證明

度減輕之範圍；但是，學說或實務稱「事實上之推定」中，因法院心證強度而

有時意味著實質的舉證責任之轉換，有時意味著證明度之減輕。因此，「事實上

之推定」實際上具有多義性，在作為概念工具之使用幅度，過於廣泛。 

二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指從當事人地位之公平、正義、事案之迅速解決等觀

點，將經驗法則預先法規化，以該法規之適用，為進行推定之根據事實推定者，

民訴法第 281 條：「法律上推定之事實而無反證者，無庸舉證。」，專指法律上

之事實推定。法律上之事實推定規定之形式，是以有「有乙事實時，發生Ａ法

律效果」之本來的（基本的）法條時，如與乙要件事實無關之甲事實時，為「有

甲事實，推定有乙事實」之第二次的法條規定，如此第二次的法條規定，以甲

事實為前提事實，以乙事實為推定事實，即屬之；例如繼續占有乃時效取得基

本規定之前提事實（如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第 772 條），民法第 944 條第

2 項，經證明前後兩時為占有者，推定前後兩時之間為繼續占有，由於證明時

效取得之繼續占有事實上之困難，而前後兩時占有，依一般經驗法則，通常為

繼續占有，故此法律規定允以證明前後兩時為占有，推定為前後兩時之間為繼

續占有。又如，債務人不能清償（支付不能）者，為破產和解或破產清算程序

（債務清理）之實質要件之一（破產第 1 條第 1 項、債務清理法草案第 2 條第

1 項），如能證明債務人停止支付者，即推定其為不能清償（破產第 1 條第 2 項、

債務清理法草案第 2 條第 2 項）。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雖係以較易證明之新的證明主題（前提事實），代替

不易證明之本來的法條之要件事實（推定事實）之證明的立法技術，但是，並

非以前提事實取代，作為本條的法條之要件事實。因此，不但即使能證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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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之存在，如對造能提出反證，證明有推定事實之反對事實存在，即推翻推

定事實，本來的法條即不適用；而且，即使前提事實無法證明，本來就能以直

接證明推定事實之存在之方法，適用本來的法條。 

圖 7-17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前提事實

甲事實

前後之占有

停止支付

 法律效果主張者

 證明主題之選擇

占有繼續

不能清償

乙事實 法律效果Ａ

時效取得

債務清理

推定

推定事實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雖非僅是變更證明主題（待證事實），也非舉證責任

分配之例外，然因本來的法條規定之要件事實而受有利益之一方，本來應就該

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而前提事實通常比推定事實容易舉證，可以減輕其舉

證責任，當主張法律效果之一方選擇並證明前提事實，即可推定發生法效果之

要件事實存在，對造為推翻推定效果對其之不利益，須就本來的法條所規定要

件事實之反對事實，負舉證責任。就此點言，法律上之事實推定，意味著該推

定，具有舉證責任之轉換之意義，故有謂為一種法定證據法則。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與事實上之推定之基礎，均立於事物之蓋然性上，主要

差異如下表。 

表 7-6 事實上之推定、法律上之事實推定之主要差異 

 事實上之推定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目的 確信之形成（自由心證主義） 公平、迅速、正義  

適用情形、準則  

（推定方法、態樣）  

推理＝依經驗法則（條件個

別、不定）合理的推定（認） 

法律＝依法定前提事實（條件

一定、均一），直接推定  

舉證責任之轉換  無 有 

對抗手段 足使法院陷入真偽不明狀態

之（間接）反證 

反對事實之證明  

＝推定事實之推翻  

三  法律上之權利推定 

法律上之權利推定，並非要件事實之推定，而是直接由法律作權利狀態之

推定，當法律上受有權利推定之利益者，只需就前提事實主張為已足，有關該

權利之發生原因事實，不負主張及舉證責任；法律上之權利推定，其權利推定

亦可以證明權利狀態不存在而推翻，惟其證明方法有困難。因為現今立法政策，

為了緩和當事人一方之舉證困難，使當事人間立於在舉證負擔上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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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權利規定，必須依法律規定，無事實上之權利規定之可能，故通常亦簡稱之

為權利推定。 

簡言之，法律上之權利推定，指「若有甲事實存在，則推定權利存在」，

此之權利指法律效果。比如民法第 943 條規定「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

利，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即屬之。又，民法第 817 條第 2 項各共有人之應有

部分不明之均等推定、民法第 1017 條第 1 項夫妻財產所屬不明財產之共有推

定、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不動產物權登記權利人推定適法有此權利等，雖

法無前提要件，然即以各不明之事實為前提事實，推定權利之法律效果，故亦

屬之。權利推定之適用領域，不僅於民事訴訟而已，而且是以推定之關係之存

否，作為裁判對象或前提要件之程序，性質上不屬於訴訟法，而是屬於實體法

（通說）。 

由於權利推定，與所推定權利之個別之發生要件事實無關，直接推定該權

利存在，主張該權利存在者，無庸就具體的發生要件事實為主張，亦無庸說明

其理由何在；但是，權利推定規定也是屬於法律上之推定，得以反證推翻，亦

即雖有甲事實存在，可推定乙事實所生之法律效果，但如證明乙事實不存在，

則不在此限。 

圖 7-18 法律上之權利推定 

前提事實

甲事實

權利發生之原因事實

推定
法律效果Ａ

乙事實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與「權利推定」，兩者之相同點，在於：雙方之推定

要件及推定效果均為法定。相異處之最重要者，在於：前者，只是舉證責任之

規則；後者，則是由法院進行法律適用，並且只能依法律規定之命令進行 ；前

者之推定效果為「要件事實之存在」，後者之推定效果，則為「權利之存在」。 

圖 7-19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與「權利推定」概念上之差異  

法律上之推定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法律上之權利推定

前提事實 要件事實 法律效果

 

前提事實 法律效果

 

推定

推定

要件事實法律之適用

法定舉證責任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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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定」之其他用法 

法文上使用「推定」，非必然為「法律上之推定」，除民訴法第 282 條指「事

實上之推定」（本章伍一），自非「法律上之推定」，除此之外，法文上「推定」

之用語，用於「法律上之推定」以外之意義者，共有三種： 為法定證據法則

之一種，如民訴法第 355 條第 1 項、第 358 條第 1 項（本章貳一 ）； 意思

表示之解釋（意思推定），如民法第 352 條、第 370 條； 暫定真實，如民法

第 944 條第 1 項（本章參一）。 

圖 7-20 「推定」於法文上之用法  

「推定」
 之用法

法律上之推定

非「法律上之推定」

①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如民法第944條第2項

③事實上之推定
  如民訴第282條

②法律上之權利推定
  如民法第817條第2項  

④法定證據法則
  如民訴第355條第1項

⑤意思表示之解釋
  如民法第352條

⑥暫定真實
  如民法第944條第1項

 

五  「推定」與「擬制」之比較 

將本質與甲有異之乙，在法律的處理上，看成甲相同之效果，亦即，乙與

甲雖不具類似性，卻（強制）將乙與甲作相同看待（一視同仁），如此之在事實

上性質有異，而依法律則視其性質相同，生相同之法律效果者，稱之為「擬制」，

又稱「法律上之擬制」。由是可知，擬制規定之未直接規定法律效果之事項，

與原有法律效果規定之所擬制事實，兩者本質不同，不具備類似性，此點與類

推解釋（適用）、準用規定，以具有類似性為要之主要不同之所在。因此，擬制

乃如依法律規定，如能證明乙事項存在，即視同有甲事項之法律效果，此效果

不得以反證推翻，與「推定」之被推定之事實或權利，得以反證推翻之，有所

不同，此點乃「推定」與「擬制」最重要不同之所在。 

例如，依民法第13條規定「未成年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即將「已結婚

之未成年人」之事實，視同「已成年人」，而有民法第12條之「滿二十歲為成年」

而有行為能力之法律效果；民法第22條第1款規定「住所無可考者，其居所視為

住所」，即「住所無可考者之居所」，視同為民法第20條第1項之「有久住之意思

之住所」，適用關於住所之法律效果；依民訴法第25條規定所規定「被告不抗辯

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之「法院無管轄權」事實，視同「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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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管轄權」之法律效果；依民訴法第387條規定，將「當事人於辯論期日到場

不為辯論」之「到場」事實，視同「不到場」，適用其不到場之效果。 

擬制規定之用語，通常以「視為」、「視同」為之，乃用於在立法技術上之

法文簡略化為目的。例如，民法第 22 條之「『視為』住所」，民法第 1065 條之

「『視為』認領」，民訴法第 519 條第 1 項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亦有

以「視同」定之，如民訴法第 387 條之「『視同』不到場」、第 263 條第 1 項之

「『視同』未起訴」。 

不過，亦有雖用語為「視為」，卻實為「推定」，如民法第 250 條第 2 項第

1 句之「『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雖有「視為」之用語，然因

同句上段明定「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乃得以有「當事人另有訂定」之事實推

翻，故該「視為」實為「推定」之意（按：比較日本民法第 420 條第 3 項「違

約金『推定』為賠償額度之預定。」；德國民法第 340 條第 2 項「債權人有因不

履行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者，得請求違約金作為損害之最低額。其他損害仍

得主張之。」；瑞士債務法第 160 條「契約規定不履行契約或不當履行契約之違

約金條款者，除另有約定，債權人僅得請求履行契約或適用違約金條款。」）。

亦有法文雖未使用「視為」、「視同」等之擬制規定慣用語，仍為擬制之規定，

如民法第 13 條第 3 項、民訴法第 25 條。 

又，在裁判之理由，或學理（學說、學問）（如「法人擬制說」等）上，亦

常使用「視為」、「視同」等，乃為增加說服力，既非法律規定，即非「法律上

之擬制」。 

最終修訂日：2022 年 1 月 26 日  


